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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证素特点及规律的研究
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rity of TCM syndrome elements of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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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溃疡性结肠炎（UC）中医证素特点及规律。方法：选取 74 例 UC 患者采用证素辨证及积分方法进行
临床观察。结果：①病性证素以湿为主，其次为气滞；病位以大肠为主，其次为脾；②诱发或加重因素以饮食最常见，其中以寒
凉食物为主；③青年者病位主要在大肠、脾，病性以湿、气滞、热为主，中年者病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气虚、气滞为
主，老年者病位主要在脾、肾，病性以湿、气虚、血瘀为主。④0～5 年病程段病位主要在大肠、脾，病性以湿、气滞、热为主，
5～10 年病程段病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气虚、气滞为主，≥10 年病程段病位主要在脾、肾，病性以湿、气虚、阳虚为
主。⑤轻度者病位主要在大肠、脾，病性以湿、气滞、热为主，中度者病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气滞、气虚为主，重度
者病位主要在脾、肾，病性以气虚、湿、血瘀为主。⑥病变在直肠者病位主要在大肠，病性以湿、气滞为主，直、乙结肠者病位
主要在大肠、脾，病性以湿、气滞、热为主，左半结肠者病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气滞、气虚为主，全结肠者病位主要
在脾、肾，病性以气虚、湿、血瘀为主，区域结肠者病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为主。结论：UC 病位证素以大肠、脾为主，
病性证素以湿、气滞、热最常见；病机多为虚实夹杂。病情初期，证素以大肠、湿、气滞、热多见，随着年龄增长、病程延长、
病情加重及病变范围扩大，证素以脾、肾、湿、气虚为主。
【关键词】 溃疡性结肠炎；证素；辨证
【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rity of TCM syndrome elements of ulcerative colitis (UC). Methods:
74 ca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nd observed by syndrome elements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l methods. Results: ①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as damp, followed by stagnation of qi, 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were ordered in frequency as mainly in the
large intestine, followed by the spleen. ②The most common of induce or aggravating factors was the diet, and the cold food was the most
common dietary factor. ③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of young patients were mainly in the large intestine, spleen,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ere damp, qi stagnation and heat. 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of middle-aged patients were mainly in the spleen, large
intestine,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as damp, qi deficiency, qi stagnation. Elderly patients, 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were
mainly in the spleen, kidney, and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ere damp, qi deficiency, blood stasis. ④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of 0～5 couse years were mainly in the large intestine, spleen,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ere damp, qi stagnation and heat. 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of 5～10 couse years were mainly in the spleen, large intestine,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ere damp, qi
deficiency and qi stagnation. 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of more than 10 years were mainly in the spleen, kidney, and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ere damp, qi deficiency and yang deficiency. ⑤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of mild patients were mainly in the large
intestine, spleen,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ere damp, qi stagnation and heat. 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of moderate patients
were mainly in the spleen, large intestine,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as damp, qi stagnation and qi deficiency. And the severe
patients’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were mainly in the spleen, kidney, and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ere qi deficiency, damp, and
blood stasis. ⑥The disease location elements of lesions in the rectum was mainly in the large intestine,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ere damp, qi stagnation. The location elements of lesions in the rectum and sigmoid were mainly in the large intestine, spleen,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ere damp, qi stagnation and heat. The location elements of lesions in the left colon were mainly in the spleen, large
intestine,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s were damp, qi stagnation and qi deficiency. The location elements of lesions in the total colon
were mainly in the spleen, kidney,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s were qi deficiency, damp, and blood stasis. The location elements of
lesions in the regional colon were mainly in the spleen, large intestine,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s was damp. Conclusion: The
location elements of UC were mainly in the large intestine, spleen, the main disease nature element was damp, qi stagnation and heat. UC is
the excessive and deficiency syndrome, the earlier syndrome elements are mainly in the large intestine, damp, qi stagnation and heat. With
the patients getting old, duration of disease, exacerbations and lesion expansion, the syndrome elements are mainly in the spleen, kidney,
damp, and qi deficiency.
【Keywords】 UC; Syndrome element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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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以结肠粘

膜慢性炎症和溃疡形成为病理特点的消化道疾病，易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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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并能引起癌变，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难治病[1]。UC 属中医
学“大瘕泄”
、
“休息痢”等范畴。目前 UC 中医辨证多采用固
定的辨证分型，难以体现辨证的灵活性及复杂性；大多存在主
观随意性强、证型重复或遗漏的缺点；传统的单一或两个基本

变化；积分≥150，归为 3 级，说明存在严重病理变化。
2.2 统计学处理
将收集的临床资料录入电脑，建立相应数据库，全部数据
采用证素辨识-评估-干预系统进行分析，得出全部数据的证素

证候组合的证型模式，远不能满足临床辨证需要。朱文锋教授
创立的证素辨证系统[2-3]通过对名老中医辨证经验的总结，并结

积分。全部数据采用 SPSS11.5 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用 x2

合流行病学研究与统计，将常见症状对各证素的贡献度进行量
化，从而实现各证素诊断的量化。因此，采用证素辨证方法，

侧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可准确反映 UC 临床证候的主次轻重、兼夹错杂，为其临床辨
证论治规范化提供较客观的标准。
1

检验或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用 t 检验，检验水平 a=0.05，双

3

结

果

3.1 一般资料分析
3.1.1 年龄、性别：74 例 UC 患者年龄为 18～64 岁，平均年龄

临床资料

43.23 岁。其中男性 43 例，女性 31 例，男女比例为 1.39∶1。

1.1 研究对象

其中青年期（<40 岁）占 54.05%，中年期（45～59 岁）占 35.14%，

选择 2010 年 12 月 1 日～2012 年 2 月 1 日福建省第二人民
医院及福建省立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及住院的 74 例 UC 患者。

老年期（60～89 岁）占 10.81%。经卡方检验，x2=0.384，P>0.05，

1.2 诊断标准
参照 2007 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协作组

3.1.2 病程与病情程度：74 例 UC 患者中，病程 0～5 年 46 例

《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1]。
1.3 纳入标准

（62.16%）
，5～10 年 21 例（28.38%）
，≥10 年 7 例（9.46%）
；
病情程度以轻度（50.00%）最多，其次为中度（33.78%），重

①符合 UC 诊断标准者；②年龄在 18～65 周岁之间；③同
意入组且病例资料完整的患者。
1.4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者；②有严重并发症及癌变者；③合
并严重肝、肾、心、肺、血液等系统疾病者；④妊娠期、哺乳
期妇女及伴有精神病的患者。
2

说明各年龄段 UC 患者与性别无明显关系。

研究方法

度（16.22%）最少。经秩和相关性检验分析，P=0.00<0.05，说
明病程与病情存在线性关系。0～5 年以轻度为主，5～10 年以
中度为主，≥10 年以重度为主。
3.1.3 病变范围：病变在直肠 22 例（29.73%）
、直、乙状结肠
15 例（20.77%）、左半结肠 17 例（22.97%）、全结肠 14 例
（18.92%）
、区域性结肠 6 例（8.12%）
。
3.1.4 诱发或加重因素以饮食（44.33%）最为常见，其次为活
动或劳累（29.90%），情志与天气因素各占 11.34%、7.22%，

2.1 中医证素辨证

无明显诱因占 7.22%。其中饮食因素以寒凉食物（37.21%）最

2.1.1 中医证候采集：以朱文锋教授主编的《中医主症鉴别诊断
学》
“600 种常见症状的辨证意义”为依据，结合郑筱萸主编的

多见，其次为辛辣（27.91%）
、甜腻（18.60%）
。
3.2 中医证素分布情况（见表 1～4）
74 例 UC 患者共出现 16 个证素，总频数为 349，其积分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对症状轻、中、重程度的定义，
制定四诊资料规范化采集量表，进行四诊资料的规范化采集。

均≥100 分。病位以大肠为主（12.03%）
，其次为脾（10.32%）
。

2.1.2 证素积分计算方法：参照“600 种常见症状的辨证意义”
，

病性以湿为主（19.48%）
，其次为气滞（14.04%）
。病性以虚实

累积各症状对相应证素的贡献积分，以 100 作为通用阈值，达

夹杂（55.41%）为主。病位证素组合以 1 个证素（47.3%）最

到或超过 100 时，诊断为辨证要素。症状重时，其诊断值乘以

多见，其次是 2 个证素组合（27.03%）
；病性证素组合以 3 个

1.5，中度乘以 1，轻度乘以 0.7。所累积积分<70，归为 0 级，

证素（32.43%）常见，其次为 2 个、4 个证素，均占 20.27%；

说明基本无病理变化；70≤积分<100，归为 1 级，说明存在轻

病位＋病性证素组合以 4 个（22.97%）
、5 个证素组合（32.43%）

度病理变化；100≤积分<150，归为 2 级，说明存在中度病理

最常见。

表 1 病位证素分布情况
病位

大肠

脾

肝

肾

频数（n）

42

36

11

10

胃
9

频率（%）

12.03

10.32

3.15

2.87

2.58

表 2 病性证素分布情况
病性

湿

气滞

热

气虚

血瘀

阳虚

血虚

痰

阴虚

脓

寒

频数（n）

68

49

30

28

25

15

9

7

6

3

1

频率（%）

19.48

14.04

8.60

8.02

7.16

4.30

2.58

2.01

1.72

0.86

0.29

表 3 证候虚实情况
实证

虚证

虚实夹杂

例数（n）

24

9

41

比例（%）

32.43

12.16

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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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证素组合情况
病位

%

病性

%

病位＋病性

%

0 个证素

8

10.81

1

1.35

0

0

1 个证素

35

47.30

5

6.76

1

1.35

2 个证素

20

27.03

15

20.27

3

4.05

3 个证素

11

14.86

24

32.43

11

14.86

4 个证素

15

20.27

17

22.97

5 个证素

11

14.86

24

32.43

6 个证素

2

2.70

9

12.16

7 个证素

1

1.35

5

6.76

4

5.40

8 个证素

3.3 中医证素与各指标相关性分析

3.3.1 中医证素与年龄之间的关系（见表 5）

表 5 证素与年龄相关性
病位证素

频数

病性证素

合计

大肠 脾 肝 肾 胃

湿 气滞 热 血瘀 气虚

阳虚 血虚

10～44

23

12 3

1

4

36

31

16

6

6

3

3

144

45～60

16

17 6

4

3

24

13

12

13

15

8

4

135

≥60

3

7

5

2

8

5

2

6

7

4

2

53

合计

42

36 11 10

9

68

49

30

25

28

15

9

332

2

经 R×C 列表卡方检验，运用 Monte Carlo 确切概率法，得

60 岁年龄段病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气虚、气滞为主，

P=0.06，P>0.05，说明不同证素与年龄段之间无显著相关性。10～

≥60 岁年龄组病位主要在脾、肾，病性以湿、气虚、血瘀为主。

44 岁年龄段病位主要在大肠、脾，病性以湿、气滞、热为主，45～

3.3.2 中医证素与病程之间的关系（见表 6）

表 6 证素与病程相关性
病位证素

病性证素

频数

合计
大肠 脾 肝 肾 胃

湿 气滞 热 血瘀 气虚 阳虚 血虚

5

44

31

0～5

29

5～10

9

17 2

4

3

17

≥10

4

7

5

1

7

合计

42

36 11 10

9

68

12

7

2

1

经 R×C 表卡方检验，运用 MonteCarlo 确切概率法，得

19

13

7

2

4

174

12

9

9

14

6

4

106

6

2

3

7

7

1

52

49

30

25

28

15

9

332

10 年段病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气虚、气滞为主，≥

P=0.04，P<0.05，说明不同证素与病程之间有显著性相关性，0～

10 年病程段病位主要在脾、肾，病性以湿、气虚、阳虚为主。

5 年病程段病位主要在大肠、脾，病性以湿、气滞、热为主，5～

3.3.3 中医证素与病变部位之间的关系（表 7）

表 7 证素与病变部位相关性
频数

病位证素

病性证素

大肠 脾 肝 肾 胃

湿 气滞 热 血瘀 气虚 阳虚 血虚

合计

直肠

18

4

4

0

2

22

18

12

3

2

0

0

85

直、乙

10

7

2

1

1

14

12

8

4

4

2

1

66

左半结肠

8

10

4

3

1

17

10

4

5

7

4

3

76

全结肠

4

12

1

6

5

9

5

2

9

12

8

5

78

区域结肠

2

3

0

0

0

6

4

4

4

3

1

0

27

合计

42

36

11 10

9

68

49

30

25

28

15

9

332

经 R×C 表卡方检验，运用 Monte Carlo 确切概率法，得

结肠者病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气滞、气虚为主，全

P=0.04，P<0.05，说明不同证素与病变部位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结肠者病位主要在脾、肾，病性以气虚、湿、血瘀为主，区域

病变在直肠者病位主要在大肠，病性以湿、气滞为主，直、乙

结肠者病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为主。

结肠者病位主要在大肠、脾，病性以湿、气滞、热为主，左半

3.3.4 中医证素与病情程度之间的关系（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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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证素与病情程度相关性
频数

病位证素

病性证素

大肠 脾 肝 肾 胃

湿 气滞 热 血瘀 气虚

阳虚 血虚

合计

轻度

30

10

1

1

4

34

27

18

5

3

2

1

136

中度

8

15

7

3

1

22

15

8

9

10

4

3

105

重度

4

11

3

6

4

12

7

4

11

15

9

5

91

合计

42

36

11 10

9

68

49

30

25

28

15

9

332

经 R×C 表卡方检验，运用 Monte Carlo 确切概率法，得

指症状的粘滞性，多表现为排便不爽，口黏，舌苔厚腻等，二

P=0.01，P<0.05，说明不同证素与病情程度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是指病程的缠绵性，病程较长，反复发作，与本病表现相符。

轻度病位主要在大肠、脾，病性以湿、气滞、热为主，中度病

UC 反复发作，病情日久损伤脾胃之气，继而损及肾阳，故可

位主要在脾、大肠，病性以湿、气滞、气虚为主，重度病位主

出现气虚；久病入络成瘀，加之气滞则血行不畅，瘀血阻络，

要在脾、肾，病性以气虚、湿、血瘀为主。

新血不生，瘀血愈甚，气血愈虚，病情迁延不愈，可见气滞血

4

讨

论

本研究 UC 患者年龄分布以青年期（<40 岁）最多；病程
小于 5 年者最多；以轻度多见；病变范围以直肠为主。江学良
等[4]对中国 10218 例 UC 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其结果显示
该病发病平均年龄为 40.7 岁，病程小于 5 年者占 75.5%，病变
范围以直肠、直乙结肠为主（70.2%）
，本研究结果与之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
UC 的诱发或加重因素以饮食最为常见，其次为活动或劳
累、情志因素，多存在多种诱发因素。饮食因素以寒凉食物最
多见，其次为辛辣、甜腻。饮食不节或不洁均可损伤脾胃，致
脾胃运化失常，大肠传导失司，气血与肠中腐浊相搏，而发本
病。尤其是寒凉食物易中伤脾阳，UC 多反复发作，中气不足，
加之寒性食品刺激，更易诱发该病。此外，随着社会节奏加快，
精神压力大，人们多存在不良情志因素，郁怒伤肝，肝气郁结，
横逆犯脾，忧思伤脾，均可导致脾虚不运，加之长期病痛折磨
造成的精神障碍，均可致该病加重的不利因素。
UC 患者病位证素以大肠、脾为主，与肝、肾、胃相关。

瘀是本病局部病理变化重要因素，故刘河间提出“行血则便脓
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的治法。
本研究提示病程短、病情轻，病变范围较局限的青年患者，
其病位主要在大肠、脾，病性以湿、气滞、热为主，随着年龄
的增长，病程的延长，病情的加重及病变范围的扩大，其证素
特点发生了变化，病位主要在脾、肾，病性以湿、气虚、血瘀
为主。青年人常因学业、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不规律，加之
平时饮食不节，损伤脾胃，运化失常，湿热留滞大肠，气血相
博，脂络受损，故疾病初期主要以邪实为主，主要累及直、乙
结肠，随着年龄增长，病程延长，病情加重，脾胃之气渐损，
甚至损及肾气，脾虚失运，肾虚气化失常，均可致湿邪留滞，
正虚邪恋，湿邪缠绵难去，病情反复发作，可导致病变部位逐
渐扩大，久病入络，血络瘀阻，脾肾之气渐亏，病变部位可累
及全结肠。故疾病早期，病性以邪实为主，病变在直肠或乙状
结肠者，治疗上应以祛邪为主，根据其证素特点，可施以祛湿、
理气、清热之法，并结合中药外治灌肠法，使药物直达病所。
病程较长，病变范围广者，可根据其证素特点，标本兼治，在
理气化湿基础上，治以健脾益肾，活血化瘀。

气的通降均可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若大肠传导失常，水湿内

本研究运用以证素为核心的新型辨证体系探讨 UC 的证素
分布规律，对阐明 UC 的证候特点、统一辨证标准，提高 UC

蕴，郁久化热，久病入络，气滞血瘀，壅滞肠中，损伤脂络，

中医临床诊疗水平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腐败化为脓血而成本病。脾胃为仓禀之官，脾主运化输布水谷

参考文献：

大肠为传导之官，主传化糟粕，脾气的运化、肾气的蒸化、胃

精微，胃主腐熟受纳水谷，脾主升清，胃主通降。若脾胃受损，
水谷精微失布，水湿不运，下注大肠，可发为泄痢。
《血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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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高血压病中医不同证型心脏结构及功能变化
比较的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n cardiac structure and the various indicators changes of
function in different syndromes of hypertensive patients
崔 爽
（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河南 南阳，473009）
中图分类号：R259.44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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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高血压病中医不同证型在高血压患者中的构成分布规律，及不同证型高血压患者的心脏结构及功能的
各个指标的变化情况。为高血压病中医辨证论治提供现代医学参考依据及客观量化指标。方法：选取我院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 200 例高血压患者。有 3 名中职以上职称的中医师根据临床资料及 2002 版有关高血压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进行辨证，同时结合
心脏彩超，应用超声心动图指标分析 200 例高血压患者心脏结构及功能。辨证中医证型。根据高血压患者的具体病情分为 4 个证
型[1]。分别为痰湿壅盛型、肝火亢盛型、阴虚阳亢型、阴阳两虚型。分析 4 个证型在高血压的在年龄和病程上的分布规律，以及 4
个证型在心脏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结果：① 4 个证型在年龄和病程上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差异：年龄较低病程较短者多以肝火亢
盛型、痰湿壅盛型为主；年龄较高病程较长者多以阴阳两虚型为主。②肝火亢盛型多以舒张压明显升高，阴阳两虚型多以收缩压
明显升高，痰湿壅盛型和肝火亢盛型，多以 1～2 级高血压为主，阴虚阳亢型和阴阳两虚型多为 3 级高血压。③高血压不同危险程
度在不同证型分布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低、中危高血压患者多以痰湿壅盛型、肝火亢盛型为主，高危患者多以肝火亢盛型、阴虚
阳亢型为主，重高危患者以阴阳两虚型和阴虚阳亢型者为主[2]。④不同证型高血压患者的心脏结构及功能有明显差异：不同证型
的高血压患者其左室肥厚和心功能参数之间有明显差异。结论：①高血压中医辨证在分布变化上呈现规律分布。②不同证型在临
床上的表现有明显的差异。③分析高血压病中医证型对临床上治疗高血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高血压；中医证型；心脏功能；心脏彩超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of TCM different syndromes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yndromes of cardia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various indicators of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Provided reference
for modern medicine and objective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for TCM differential treatment. Methods: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3, 200 cases of hypertension were selected. There are three more titles vocational practitioners based on clinical data and the
2002 edition of hypertension syndromes related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differentiation, combined with echocardiography, echocardiography
to analyzed 200 cases of hypertension indicators cardia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CM syndrome typ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syndromes, analyzing four syndromes in age and duration of hypertension on th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four syndromes in cardiac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differences. Results: ①Four syndromes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age and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The patients with lower age and shorter duration mainly to irascibility hyperactivity type
and phlegm dampness type; the patients with higher age and longer duration mainly to yin and yang deficiency type. ②Irascibility
hyperactivity type mostly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Yin and yang deficiency type mostly significantly higher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 phlegm dampness type and irascibility hyperactivity type mostly grade 1～2 hypertension based, Yinxu Yangkang
type and Yin and yang deficiency type mostly 3 hypertension. ③Different degree of risk of hypertens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yndromes are quite different: Low, medium risk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many more phlegm dampness type, irascibility
hyperactivity type-based, high-risk patients and more to irascibility hyperactivity type, hyperactivity type-based, Heavy -risk patients with
yin and yang and yin deficiency type dominated. ④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yndromes of cardia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ifferent syndromes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in their heart function parameter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nclusion: ①TCM hypertension presented on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regular distribution. ②Different
syndromes i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③Analyzing hypertension syndromes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o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Keywords】 Hypertension; TCM syndrome types; Cardiac function; Echocardiograph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02
高血压病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随着生活水平的

脏彩超为主要指标，探讨高血压患者在中医证型与心脏结构及

不断提升，高血压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高血压也是心脑血管

功能的变化关系[3]。为现代医学提供治疗高血压的参考依据和

疾病中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因此，本文将结合中医辨证、心

客观量化指标。现将分析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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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舒张晚期峰值速度（A 峰）。测量 3 个心动周期的个参

资料与方法

数值[4]。

1.1 研究对象

1.3 中医证型判定标准

选取我院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 200 例高血压患者。其

参照《中医内科学》和《中医诊断学》教材，制定辨证分

中，男患者 115 例，女患者 85 例，年龄在 35～80 岁，平均病

型标准[5]。具体：肝火亢盛证：临床上多表现为面红耳赤，易

程（55.8±10.3）年。均衡可能影响中医证型比较分析的因素，

躁易怒，口感口苦，脉弦数。痰湿壅盛证：头重，胸闷，腹胀

如身高体重，肥胖程度，饮食习惯（饮食结构）
，吸烟，运动等
因素[3]。

失眠心悸，呕吐痰涎，脉滑。阴虚亢阳证：腰膝酸软，耳鸣健

1.2 方法

忘，五心烦热，脉弦细而数。阴阳两虚证：夜尿多，心悸气短，
失眠多梦，畏寒，脉沉细或细弦。

高血压患者在检查前均静止休息 20min 以上。患者取左

1.4 统计学方法

侧卧位，使用 OHILIPSIU22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进行超生检

使用 SPSS11.5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 为具有统计

查。应用 M 型、二维、脉冲多普勒及彩色多普勒超生技术，

学差异。

对 200 例患者进行超生心电图检查。记录同一周期舒张末期
室间隔厚度，左室后壁厚度，以及左室舒张末期内径。以及

2

左室收缩功能指标参数：每搏量（SV），射血分数，每分钟

结

果

高血压患者中医证型的分布规律与心脏结构和心脏功能

心排血量，短轴缩短率。左室舒张功能指标参数：在四腔心

的分析比较具体如下，见表 1～3。

切面取样容积放在二尖瓣瓣尖处测量舒张早期峰值速度（E
表 1 高血压患者中医证型的分布规律
项目
平均年龄（年）
平均病程（年）
高血压分级（例）

肝火亢盛证

痰湿壅盛证

阴虚亢阳证

阴阳两虚证

37±7.2

40.2±6.5

48.6±5.4

55.7±6.5

25.3±10.3

26.3±11.3

36.5±13.2

45.8±13.6

33

52

12

10

8

10

36

39

1～2 级

3级
注：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下同。

表 2 高血压病中医证型各证型之间的心脏结构指标比较分析表
指标分型

肝火亢盛证

痰湿壅盛证

阴虚亢阳证

阴阳两虚证

LAD（mm）

32.326±4.5235

32.452±4.456

32.125±3.025

33.195±4.123

lVSd（mm）

11.953±2.134

12.012±2.123

11.253±1.852

10.658±1.325

LVPWd（mm）

10.012±1.034

10.022±1.052

10.201±1.025

10.142±1.235

ALVT（mm）

10.982±1.357

10.953±1.221

10.251±1.321

9.982±1.236

RLVT

0.5026±0.067

0.5022±0.101

0.523±0.082

0.456±0.0654

LVDd（mm）

45.423±3.452

46.232±3.852

45.656±3.265

46.542±5.213

LVOU（mm)

28.892±5.956

28.265±5.236

28.256±2.123

29.854±3.025

LVM（g）

210.463±44.85

211.042±45.21

213.256±43.85

210.583±52.32

LVMI（g/m2）

124.852±24.62

123.841±24.56

128.365±24.61

126.543±31.23

AoD（mm）

30.252±3.851

30.214±3.652

32.256±3.982

30.265±3.254

RVAM（mm）

5.432±0.121

5.321±0.125

5.365±0.867

5.212±1.0082

RVD（mm）

19.875±3.023

19.852±3.120

19.256±2.865

20.12±2.654

RVOU（mm）

28.563±3.021

28.522±3.123

28.012±3.325

27.256±2.526

PAD（mm）

23.156±1.023

22.985±1.121

22.267±1.892

21.856±2.33

表 3 高血压病中医证型间的心功能比较分析表

3

讨

指标证型

肝火亢盛证

痰湿壅盛证

阴虚亢阳证

阴阳两虚证

SV（ml/b）

103.252±16.23

104.523±15.85

93.212±20.32

96.752±16.23

SVL（ml/b/m2）

62.012±14.85

62.652±13.95

56.256±11.23

57.232±10.58

CO（L/min）

8.236±2.95

8.883±3.02

6.523±1.412

6.623±1.123

LVPEP/ET

0.398±0.066

0.402±0.056

0.352±0.053

0.382±0.065

BPHR

11650±1656

11750±1600

11255±1600

10655±1580

SVR

1233.25±380.2

1250.32±360.2

1450.75±360.5

1400.52±280.3

ESS

98.58±21.23

96.85±20.66

100.21±20.21

111.32±20.32

论

从中医角度上分析高血压，高血压的致病机制是由于气血

上冲，肝肾阴虚，湿痰中阻，肝阳上亢等引起的。临床上长表
现为“晕眩，头痛，心悸”。中医辨证高血压中的证型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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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临床上的表现和脉搏来判定。可分为痰湿壅盛型、肝火亢
盛型，阴阳两虚型，阴虚亢阳型。本报告分析不同证型间的在
年龄病程分布上呈现规律性分布，年龄较低病程较

短者多以

参考文献：
[1]范群丽,王广基,等.高血压病阴虚阳亢证的代谢组学内涵研究[J].南京中
医药大学学报,2010,26(6)

肝火亢盛型、痰湿壅盛型为主；年龄较高病程较长者多以阴阳

[2]马学芳,郜志宏.老年高血压中医证型与危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J].西

两虚型为主[6]。另一方面不同证型间的心脏结构和功能存在数

部中医学,2012,25(10)

据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表明高血压病程早期多为肝火

[3]龚乃娟,李青,陈婕,等.高血压病中医证型与心脏结构功能的关系初探[J].

上升，过为肝火亢盛证，中期发展为阴虚，随着病程的发展阴

天津中医药,2010,27(1)

损及阳，临床上表现为阴阳两虚，并伴有咳痰。在后期或者中

[4]刘丽梅,朱绍亨,等.原发性高血压中医证型与左室舒张功能及左室结构的
关系研究[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2,14(15)

期转后期时则多表现为痰湿壅盛型。
在超生检查下，肝火亢盛证与阴阳两虚证在 SV、CO 等上
有这明显的差异。表明高血压早期对收缩功能无明显的影响。
从整个病程上可以发现，无论是阴虚，阳虚均对心脏左室功能
产生明显的影响，病随着病程的进展影响更深。

[5]张明俊,顾宁,等.高血压病不同中医证型的中药复方治疗临床研究概况[J].
中国中医急症,2012,21(1)
[6]熊伟,李浩.老年高血压不同中医证型患者血压负荷特点分析[J].中西医结
合心血管疾病杂志,20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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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粒灸对躯体亚健康人群生存质量影响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moxibus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body sub-health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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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采用麦粒灸治疗躯体亚健康对该人群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将 180 例躯体亚健康患者随机分为 A、
B、C 三组，每组 60 例。A 组（麦粒灸组）采用麦粒灸治疗，B 组（针刺组）采用针刺治疗，A 组和 B 组每天治疗 1 次，每周至
少治疗 3 次，连续治疗 3 周。C 组（空白组）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在治疗前后运用生存质量测量简表（WHOQOL-BREF）
、疲
劳量表（Fatigue Seale，FS）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来评价患者的生存质量，连续治
疗 3 周后进行疗效评定和分析。结果：治疗后，在患者总的生存质量、疲劳状态、睡眠紊乱、疼痛四个方面，C 组分别与 A 组及
B 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A 组与 B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A 组体力疲劳积分分别与
。结论：麦粒灸与毫针刺均能有效改善躯体
B 组及 C 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与 C 组比较 P<0.01，与 B 组比较 P<0.05）
亚健康患者总的生存质量，并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疲劳状态、睡眠紊乱及疼痛症状，且在改善体力疲劳方面，麦粒灸的治疗效果表
现得更为突出。
【关键词】 麦粒灸；针刺；躯体亚健康；生存质量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moxibustion treatmen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body sub-health population.
Methods: 180 cases of body sub-health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B, C three groups, 60 cases in each group. Group A
(moxibustion group) was treated by moxibustion, group B (acupuncture group) with acupuncture therapy, group A and group B for 1 time
treatment every day, for at least 3 times a week, continuous treatment for 3 weeks. Group C (blank group) do not take any measures of
treatme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table (WHOQOL, BREF), fatigue scale (Fatigue Seale, FS),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cale, pain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fter 3 weeks of
continuous treatment the effect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patients survival quality, fatigue, sleep
disorders, pain in four aspects, group C compared with group A and group B,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A group compared with B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group A physical fatigue score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group B and group C,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mpared with C group,
compared with B group, P<0.05). Conclusion: Moxibustion and acupunctu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general body
sub-health patients, and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patients state of fatigue, sleep disorders and pain, and in improving the physical fatigue,
moxibustion therapy effect is more out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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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亚健康是三种亚健康类型之一[1]，以疲劳、或睡眠紊

换另一艾柱，连续灸 5 壮。④疗程：每天治疗 1 次，每周至少

乱、或疼痛等躯体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虽然亚健康不符合现

治疗 3 次，连续治疗 3 周。

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标准，但人体经常出现的

2.2 针刺组（B 组）

躯体或精神的不适，却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近年来笔

采用单纯针刺的方法。①材料：采用中国苏州医疗用品厂

者采用麦粒灸治疗躯体亚健康，并设空白组、单纯针刺组为对

有限公司出品的华佗牌一次性无菌针灸针。规格为 0.25mm×

照组，观察比较麦粒灸对躯体亚健康人群生存质量的影响，现

40mm。②取穴：同艾灸组。③操作方法：受试者取仰卧位针

将相关结果报告如下。

刺，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依次对神门、合谷、气海、关元、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次共观察治疗躯体亚健康患者 180 例，均为我院针灸门

足三里、太冲穴进行消毒、针刺。神门穴直刺 0.3～0.4 寸，合
谷穴、太冲穴直刺 0.5～0.8 寸，气海、关元直刺 0.5～1 寸，足
三里直刺 0.5～1.5 寸，进针得气后，合谷、太冲行提插泻法，
气海、关元、足三里用捻转补法，神门穴平补平泻。留针 30min

诊和体检中心 2011 年 3 月～2013 年 3 月的门诊患者。将 180

后起针。④疗程：同治疗组。

例患者按照纳入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运用随机数字表法

2.3 空白组（C 组）

分为 A、B、C 三组，每组 60 例。A 组 60 例中男 38 例，女 22
例；年龄 30～61 岁，平均年龄（42.34±8.56）岁；病程 3～6
个月，平均（4.31±1.38）个月。B 组 60 例中男 39 例，女 21
例；年龄 30～60 岁，平均年龄（41.82±7.92）岁；病程 3～7

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3

3.1 生存质量评定

个月，平均（4.94±1.52）个月。C 组 60 例中男 37 例，女 23
例；年龄 29～59 岁，平均年龄（42.26±7.46）岁；病程 3～7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量简表（WHOQOL-BREF）。
3.2 疲劳程度评定

个月，平均（4.57±1.68）个月。经统计学处理分析，三组患
者在性别、年龄、病程、总的生存质量、疲劳状态、睡眠紊乱、

疗效观察与评定

采用疲劳量表（Fatigue Seale，FS）
。①体力疲劳评定：采
用疲劳量表中第 1 条目至第 8 条目。②脑力疲劳评定：采用疲

疼痛程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劳量表中第 9 条目至第 14 条目。

1.2 诊断标准

3.3 睡眠情况评定

参考 2006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制定的《亚健
康中医临床指南》中躯体亚健康的诊断标准 [1] 。①临床表现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
3.4 疼痛程度评定

以疲劳，或睡眠紊乱，或疼痛等躯体症状表现为主，持续发
作 3 个月以上者。②经系统检查排除可能导致上述表现的疾
病者。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
4

统计方法
三组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计量资料比较先进行正态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②受试者自愿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性及方差齐性检验，满足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时用方差分析，满

③年龄在 20～65 岁之间者；④无重大器质性疾病及精神心理

足正态性不满足方差齐性时采用 D3 或 D4 检验，不满足正态

疾病。

性和方差齐性检验，采用多组资料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或

1.4 排除标准

构成比表示，采用多组资料秩和检验分析。所有临床资料数据

①不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②年龄<20 岁或>65 岁者；③不
能和/或无法理解和/或执行方案的患者；④有重大器质性疾病
及精神心理疾病；⑤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A 组）
采用单纯麦粒灸的方法。①材料：艾绒选自中国苏州医疗
用品厂有限公司出品的华佗牌艾绒。②取穴：足三里双、气海、
关元、神门双、四关穴。③操作方法：参考 2008 年 4 月中国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针灸技术操作规范》。在穴位
皮肤局部上，将麦粒艾柱放在其上，自艾柱尖端点燃艾柱。在
患者局部皮肤潮红或者自感灼痛时术者即用镊子移去艾柱，更

由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5

治疗结果

5.1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 WHOQOL-BREF 评分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WHOQOL-BREF 评分比较（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

A组

60

71.32±6.54

85.78±3.441

B组

60

70.48±5.76

86.57±3.121

60

71.78±6.43

C组

治疗后
）2）

注：与治疗前比较 1 P<0.01；与 C 组比较 2 P<0.01。
）

）

5.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FS 评分比较（见表 2）

）2）

69.6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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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FS 评分比较（ x ± s ）
体力疲劳积分

组别

n

A组

60

4.92±2.26

B组

60

5.12±2.58

C组

60

注：与治疗前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2.48±2.161

）3）4）
）3）

P<0.01， P<0.05；与 C 组比较

治疗后

2.68±1.261

）3）

4.62±1.18

3）

P<0.01，与 B 组比较

治疗前

）3）4）

4.76±1.02

5.02±2.72

2）

总分

3.14±1.021

4.57±1.20

3.65±2.302

4.96±2.57
1）

脑力疲劳积分

4.64±1.01

治疗后

9.68±2.50

6.05±2.461

）3）

10.27±2.16

6.84±2.241

9.90±2.13

）3）

10.13±2.64

4）

P<0.05。

5.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见表 3）

中激发并维持着生命功能[6]，增强人体抗病能力。灸法又包括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x ± s ）

直接灸、隔姜灸、灸盒灸等，由于直接灸的灸感较强，效力可

n

组别

治疗前

集中到穴点，其疗效倍受历代医家推崇。目前针灸对亚健康的

治疗后
1）2）

A组

60

11.52±1.21

5.24±1.36

B组

60

10.58±1.36

5.28±1.741

C组

60

注：与治疗前比较

）2）

10.67±1.42
1）

P<0.01；与 C 组比较

11.58±1.54
P<0.01。

发的调节效应是运用灸盒、艾条悬灸、隔姜灸等在较大面积部
位施灸所达不到的。

组别

n

治疗前

A组

60

7.21±1.48

4.06±1.221

B组

60

7.48±1.56

4.76±1.321

C组

60

7.54±1.64

治疗后

本研究以躯体亚健康人群为研究对象，选取临床常用的治
）

2）

）2）

8.03±1.26

注：与治疗前比较 1 P<0.01；与 C 组比较 2 P<0.01。

讨

康的报道更是不多。本研究所采用的麦粒灸属于直接灸，是用
燃烧，可以在极小的面积上形成瞬间高温，刹那间的灼痛所引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VAS 评分比较（ x ± s ）

6

运用艾灸疗法进行研究的报道较少，且采用直接灸法治疗亚健
艾绒制成的麦粒大小的艾炷放置在体表一定的部位或穴位上

2）

5.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VAS 评分比较（见表 4）

）

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体针、腹针、耳针等各种针刺方法，单纯

）

疗亚健康的穴位，采用麦粒灸的治疗方法与传统的针刺疗法相
对照，比较麦粒灸与针刺在改善躯体亚健康人群总的生存质量
以及缓解疲劳状态、睡眠紊乱、疼痛三个方面的差异。结果表
明麦粒灸对躯体亚健康人群生存质量影响与单纯应用针刺相
比，疗效无明显差异，但在缓解体力疲劳方面，麦粒灸的治疗

论

效果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由于灸法既无针刺之痛，又无服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节

药之苦，且操作简便，适合于各年龄段人群，更容易被亚健康

奏变快、社会压力增大，亚健康问题也日益突出，对人类的生

这一特殊人群所接受，可作为一种理想的亚健康状态的预防和

存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显

调治方法进行推广。

示真正健康的人只占 5%，患有疾病的占 20%，而 75%的人处
在亚健康状态，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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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满脾胃虚弱证临床症状与胸椎小关节紊乱的
关系与手法治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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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weak spleen and stomach and thoracic facet joint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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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痞满脾胃虚弱证临床症状与胸椎小关节紊乱的关系和观察手法整复胸椎小关节紊乱对痞满脾胃虚弱证
临床症状的影响。方法：以符合痞满脾胃虚弱证诊断标准者为调查对象，统计调查对象中并发胸椎小关节紊乱的机率，并对具有
胸椎小关节紊乱局部体征者进行手法治疗，以治疗前后的症状积分情况评价疗效。结果：在调查的 100 例痞满脾胃虚弱证患者中，
有 32 例具有胸椎棘突偏歪、后突和棘旁压痛或肌紧张等局部体征，占调查人数的 32%；其中 32 例痞满脾胃虚弱证并胸椎小关节
紊乱患者经手法整复其胸椎小关节紊乱后，治疗前后主要症状积分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总有效率为 87.5%。结论：痞满
脾胃虚弱证与胸椎小关节紊乱有关，手法整复胸椎小关节紊乱可有效地改善痞满脾胃虚弱证患者的临床症状，但确切的治疗机制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痞满；胸椎小关节紊乱；调查研究；手法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symptoms of weak spleen and stomach and thoracic facet
joint disorders and the effect of the manual therapy. Methods: The patients who me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as subjects, survey the
probability of concurrent thoracic facet joint disorders in patients, and used manual therapy to treat the local signs, evaluated the efficac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In 100 patients, there are 32 cases with thoracic spinous process skew, prominent and paraspinal
tenderness or muscle tension and other local signs, accounted for 32% of those surveyed; which 32 patients with thoracic facet joint
disorders were given manipulation therapy, the main symptom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total efficiency was 87.5%. Conclusion: Weak spleen and stomach related with thoracic facet joint disorders, manual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ndrome of weak spleen and stomach, but the exact mechanism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words】 Distention and fullness; Thoracic facet joint disorders;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Manual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04
痞满是中医脾胃病中常见病症之一，中医辨证有虚实之

①痞满脾胃虚弱证诊断标准[1]：自觉胃部饱胀、胀满或胀

分，其中脾胃虚弱证以自觉胃脘饱胀、或稍进食即感饱胀为主

痛不适，反复发作在 2 个月以上，胃脘部隐痛，喜温喜按，空

要表现，以伴有纳呆厌食、体倦乏力、便溏腹泻、舌淡脉弱为

腹时痛甚，劳累或吃凉东西后发作或加重，泛吐清水，疲倦，

特征。我们在开展手法治疗胸椎小关节紊乱症的过程中发现：
一些胸椎小关节紊乱症患者经手法纠正其紊乱关节后，在脊背
疼痛、酸累、沉重等不适感得以消除和改善的同时，其类似脾
胃虚弱证的胃脘饱胀、纳呆厌食、体倦乏力等症状也有程度不
同的改善，提示胸椎小关节紊乱与此类症状间存在某种联系。

大便溏薄，舌淡红苔白，脉虚弱；②胸椎小关节紊乱判断标准[2]：
胸椎棘突偏歪或后突，偏歪或后突的棘旁有肌紧张或压痛。
1.2 排除标准
①合并溃疡、肿瘤等器质性消化系统疾病者；②合并有心
脑血管、肝肾、内分泌、免疫系统及血液系统严重原发病者；
③胸椎有结核、肿瘤、骨折、脱位、炎症、骨质疏松者；④妊

为了进一步了解两者间的关系，我们在 2009 年 3 月～2012 年

娠及哺乳期妇女；⑤不愿意接受检查或资料不全者。

12 月间，随机对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仁爱分院脾胃病

1.3 纳入标准

门诊中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100 例就诊患者进行调查，

①符合痞满脾胃虚弱证诊断标准[1]；②年龄 20～50 岁；③签

并对其中 32 例具有胸椎小关节紊乱局部体征者进行手法治疗，

署知情同意书并能配合检查和治疗者。

现将调查和治疗情况报道如下。

1.4 调查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制作调查表格，由专业人员在脾胃病专科门诊中，随机
对 100 例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患者按下列步骤进行调
查：①填写患者年龄、性别、病程、职业等一般情况；②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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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体检：至上而下逐一检查各胸椎棘突，观察有无棘突偏歪、

导原则》[5]，按疗效指数将综合疗效标准分为临床治愈、显效、

后突以及棘旁有无肌紧张或压痛；③影响学检查：对具有胸

有效、无效或加重 4 个等级。临床痊愈：疗效指数>95%；显

椎小关节紊乱者作胸椎正侧位 X 线平片检查；④对相关资料

效：70%≤疗效指数<95%；有效：30%≤疗效指数<70%；无

逐一进行统计和分析。

效或加重：疗效指数<30%或有增加。以临床治愈和有效病例

1.5 治疗方法
根据调查材料，对符合痞满脾胃虚弱证诊断标准[1]和符合

分）/治疗前总积分]×100%。

数计算总有效率。疗效指数＝[（治疗前总积分－治疗后总积

胸椎小关节紊乱判断标准[2]者进行手法治疗。①松筋正骨：患
者取坐位或俯卧位，先用拇指在患椎棘旁作上下分理，然后视
[3]

1.7 数据统计与处理
）

计数资料以（n）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3]

患椎所在节段，分别采用旋转复位法 或俯卧掌推法 整复有
错动移位的胸椎小关节。②点压按揉：继上法之后，医者以拇

表示，采用 PEMS 3.1 软件包，计量资料用两样本均数比较；
以 P<0.05 和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指对棘突旁痛点或肌紧张区域进行点压揉按。
以上治疗，1 次/2d，7 次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停止服药，

2

勿需改变平时饮食习惯，并配合飞燕式或悬吊式功能锻炼[3]，2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在调查的 100 例患者中，男 42 例，女 58 例；年龄 20～58
岁，平均（36±2.5）岁；病程 0.8～3 年，平均（1.2±0.4）年；

1.6 评价方法
1.6.1 症状积分标准：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

体力劳动者 45 例，脑力劳动者 55 例；有脊背外伤者 18 例、
慢性劳损者 32 例；所有病例均因程度不同的胃脘饱胀、稍食

[4]

制定的分级标准 ，将脘腹痞满，食后加重，食欲不振，疲乏
无力等 4 项痞满脾胃虚弱证主要症状按无、轻、中、重等级分

即感胃胀、纳呆厌食、体倦乏力等主要症状就诊，舌脉检查均
为淡红苔白，脉虚弱。

别记 0、1、2、3 分：无症状记 0 分；症状轻微，需经提示才
意识到症状存在记 1 分；症状较重，已影响生活和工作，尚能

2.2 脊背体检情况
32 例患者出现出现程度不同的胸椎外形改变，并有数目不

忍受记 2 分；症状严重，频繁出现，妨碍生活和工作，难以忍
受记 3 分；以上各项分数的总和即为痞满症状积分。

等的胸椎棘突偏歪或后突以及棘突的压痛，符合胸椎小关节紊

1.6.2 综合疗效评定标准：参照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
乱判断标准[2]，占调查人数的 32%（详见表 1）

表 1 100 例痞满脾胃虚弱证患者的脊背检查情况（例）
胸椎外观情况

偏歪（或后突）与棘旁肌紧张（或压痛）的胸椎棘突

正常

变直

后突

侧弯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T12

8

3

6

15

6

9

14

12

23

28

30

23

13

14

16

18

注：同一患者中可有多个胸椎棘突偏歪或后突及棘旁肌紧或压痛。

2.3 X 线检查情况

隙变窄和棘突偏移轴线等 X 线征象，所有病例均可排除胸椎的

32 例患者在不同胸椎节段中均有数目不等的椎体增生、间

结核、肿瘤、骨折、脱位、炎症、骨质疏松等疾患（见表 2）
。

表 2 32 例患者胸椎正侧位 X 线平片检查情况（例）
椎体增生

间隙变窄

轴线偏移的棘突

T1-4

T5-8

T9-12

T1-4

T5-8

T9-12

T1-4

T5-8

T9-12

20

48

32

14

56

21

16

28

15

注：同一患者在胸椎各节段中可有数目不等的椎体增生、间隙变窄和棘突偏移等 X 线改变。

2.4 治疗情况

效 7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87.5%。

2.4.1 总体疗效：32 例患者中，临床治愈 7 例、显效 14 例、有

2.4.2 32 例患者治疗前后各主要症状积分比较（见表 3）

表 3 治疗前后各单项症状积分比较（ x ± s ）
单项症状

胃脘饱满
2.15±0.22

治疗前

△

稍食即胃胀
2.10±0.25

0.86±0.11

治疗后
△

▲

0.81±0.21

纳呆厌食
1.90±0.12

△

1.32±0.18

体倦乏力
1.34±0.21

△

1.17±0.24

▲

注：治疗前后各单项症状积分比较 P<0.05、 P<0.01。

3

分析与讨论

痞满脾胃虚弱证的药物治疗，中医多以健脾和胃、疏肝理气、

痞满之证有虚实之分，其中脾胃虚弱证以自觉胃脘饱胀、

消食导滞为法；西医以增强胃蠕动力和调节胃肠分泌为主，但

或稍进食即感饱胀为主要表现，以伴有纳呆厌食、体倦乏力、

临床上仍不乏疗效欠佳者。从本项调查和治疗结果来看，在随

便溏腹泻、舌淡脉弱为特征，依其症候特点大致包括西医学中

机抽查的 100 例痞满脾胃虚弱证患者中，32 例患者具有胸椎棘

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浅表性胃炎等疾病。

突偏歪、后突及棘旁压痛或肌紧张等胸椎小关节紊乱的局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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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征，这 32 例患者经手法纠正其胸椎小关节紊乱后，痞满的总

综上所述，痞满脾胃虚弱证患者可并发胸椎小关节紊乱，

体症状得以减轻或消除，总有效率为 87.5%；治疗前后单项症

手法纠正胸椎小关节紊乱可有效地减轻或消除痞满脾胃虚弱

状积分比较也显著性差异（P<0.01 或 P<0.05）
，说明痞满脾胃

证患者的相关症状。对于痞满脾胃虚弱证患者，在常规药物治

虚弱证的临床症状与胸椎小关节紊乱有关。

疗而疗效欠佳的情况下，应考虑脊柱因素的检查和治疗。

胸椎小关节紊乱是指胸椎关节突关节、肋骨小头关节和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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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汤加味联合盐酸左西替利嗪片治疗
老年糖尿病皮肤瘙痒症 33 例
Treating 33 cases of elderly diabetic pruritus with the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plus levo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程甘露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河南 南阳，4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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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DGB

【摘 要】 目的：观察六味地黄汤加味联合盐酸左西替利嗪片治疗老年糖尿病皮肤瘙痒症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66 例老
年糖尿病皮肤瘙痒症患者随机分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3 例。治疗组采用六味地黄汤加味（熟地黄、山萸肉、山药、丹皮、泽泻、
茯苓、蝉蜕、僵蚕、乌梢蛇）联合盐酸左西替利嗪片治疗；对照组单纯采用盐酸左西替利嗪片治疗。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84.84%，
对照组有效率为 63.63%，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不良反应 6.06%，对照组不良反应 15.15%（P>0.05）
，二者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六味地黄汤加味联合盐酸左西替利嗪片治疗老年糖尿病皮肤瘙痒症安全有效。
【关键词】 六味地黄汤加味；盐酸左西替利嗪片；老年糖尿病皮肤瘙痒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levo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diabetic pruritus. Methods: 66 cases of elderly diabetic pruritu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3 cases each. The treated group using the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Shudihuang, Shanyurou, Shanyao,
Danpi, Zexie, Fuling, Chantui, Jiangcan, Wushaoshe) combined with levo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levo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Resul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84.84% and the control group 63.63%,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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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dverse reaction rate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6.06%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15.15%,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Using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and levo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to treat elderly diabetic pruritus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therapy.
【Keywords】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Levo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Elderly diabetic pruritu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05
老年糖尿病皮肤瘙痒症是老年糖尿病患者较常见的皮肤

药股份有限公司）5mg，1 次/d；对照组 33 例口服盐酸左西替

病变，本病随着人口总体向年老型演变的趋势而不断攀升，无

利嗪片 5mg，1 次/d。同时两组均口服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商

明显原发皮损的皮肤瘙痒使老年患者的精神压力增大，生活质

品名美哒灵，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0.5g，3 次/d，治疗期间

量下降。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笔者采用六味地黄汤加

两组患者均忌肥甘辛辣食品和避免局部搔抓刺激。两组均连续

味联合盐酸左西替利嗪片治疗老年糖尿病皮肤瘙痒症 33 例，

用药治疗 4 周，4 周后观察疗效。

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2.5 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和体征的积分情

1

况，两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的指标变化情况，停药后 4 周随访

资料与方法

记录复发情况。

1.1 对象

1.3 疗效判断标准

选我院皮肤科门诊老年 2 型糖尿病皮肤瘙痒症病人 66 例。将

观察两组症状和体征的改善情况，症状和体征均按分级积

入选对象随机分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男 17 例，女 16 例，年

分法计算结果判断疗效。症状以瘙痒为主，瘙痒程度、发生频

龄 60～82 岁，平均（71±6.78）岁；皮肤瘙痒病程 3 个月～1 年，
平均（7.5±3.02）个月；糖尿病病程 2～10 年，平均（6±2.73）
年；晨起空腹血糖 7.9～21.9mmol/L，平均（14.75±9.68）mmol/L。
对照组男 17 例，女 16 例，年龄 60～80 岁，平均（70±6.20）岁；
皮肤瘙痒病程 2～8 个月，平均（5.0±2.0）个月；糖尿病病程 2～
6 年，平均（4±1.14）年；晨起空腹血糖水平 7.8～21.7mmol/L，
平均（14.85±9.68）mmol/L。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比较

率和持续时间按无、轻、中、重 4 级划分。无瘙痒为 0 分；轻
为瘙痒轻微，1～2 次/d，持续时间≤5min，不影响正常生活，
1 分；中为瘙痒时轻时重，3～5 次/d，持续时间≤30min，影响
睡眠，2 分；重为瘙痒剧烈，每天发作 5 次以上，持续时间≥
30min，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3 分。体征为继发皮损干燥脱屑、
抓痕、血痂、苔癣样变和色素沉着。无继发皮损为 0 分；轻为
皮肤干燥脱屑，1 分：中为皮肤有抓痕、血痂，2 分；重为皮肤

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苔藓样变、色素沉着，3 分。症状和体征总积分分别为各项指标

1.2 方法

的分值相加。疗效指数＝[（治疗前总积分－治疗后总积分）／

1.2.1 诊断标准：参照中国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2010 年发布的

治疗前总积分]×100%。治愈为皮疹消退，瘙痒消失，疗效指

《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诊断标准[1]、
《临床皮肤病学》中

数≥90%，空腹血糖≤6.1mmol/L；显效为皮疹明显消退，瘙痒

[2]

瘙痒症诊断标准 和《中医外科学》风瘙痒血虚风燥型诊断标

明显减轻，疗效指数≥70%，空腹血糖≤6.8mmol/L；好转为皮

准 [3] 拟 定 ： ① 糖 尿 病 症 状 加 晨 起 空 腹 血 糖 ≥ 7.0mmol/L
（126mg/dl）
。②皮肤干燥无原发皮疹，阵发性瘙痒发无定处，

疹稍有减少，瘙痒稍有减轻，好转指数≥30%，空腹血糖≤

入夜尤甚，搔抓后见抓痕、结痂、苔癣样变、色素沉着；伴头

7.8mmol/L；无效为皮疹和瘙痒无改善，疗效指数≤30%，空腹

晕眼花、失眠多梦；舌红、苔薄、脉细数或细弱。

血糖≥7.8mmol/L。有效率以痊愈加显效计算。复发为痊愈或

1.2.2 入选标准：①符合诊断标准；②治疗前 4 周未使用糖皮

显效停药后 2 周追访，患者皮疹复发或增多，瘙痒复发或加重，

质类激素、抗组织胺药物和其他外用药；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疗效指数回落≤70%。

（WHO）对老年人的划分标准，患者年龄均≥60 岁，性别不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

限；④患者知情同意。
1.2.3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入选标准；②有其他糖尿病并发症；
③因不良事件或患者依从性差无不良反应中止治疗者；④已确

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2

定为 I 型糖尿病。
1.2.4 治疗方法：治疗组 33 例选六味地黄汤加味：熟地黄 15g，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症状和体征积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瘙痒和体征积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山萸肉 12g，准山药 12g，丹皮 10g，泽泻 10g，茯苓 10g，蝉
蜕 10g，僵蚕 10g，乌梢蛇 10g，每剂药煎取 400ml，200ml/次，

（P>0.05）
；治疗 4 周后治疗组瘙痒和体征的积分低于对照组，

早晚温服，联合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商品名迪皿，重庆华邦制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症状、体征总积分的比较（ x ± s ）
治疗前

33

治疗组

2.09±0.87

33

对照组
*

瘙痒

n

组例

**

*

2±2
∆

∆∆

体征
治疗后

注： P>0.05，t=0.152； P<0.05，t=2.275； P>0.05，t=1.760； P<0.05，t=2.562。

0.57±0.71

治疗前
**

1.03±0.84

2.18±0.64

治疗后
∆

2.09±0.63

0.63±0.78∆∆
1.1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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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出自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决》，是中医治疗消渴病的传

2.2 两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比较
两组治疗前晨起空腹血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统方剂，有地黄、山萸肉、准山药、丹皮、茯苓、泽泻六味药

（P>0.05）
；治疗 4 周后两组晨起空腹血糖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组成。方中熟地黄、山茱萸、怀山药滋补肝肾，生血固精；牡

（P<0.05）
。见表 2。

丹皮、泽泻、茯苓滋阴泻火、健脾助运；诸药配伍，补中有泻，
寓泻于补，共凑“治本”之功。现代中药药理研究也已证实，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晨起空腹血糖测定指标比较（mmol/L）
n

组例

地黄、山萸肉、准山药、丹皮、茯苓、泽泻六味药组方具有显

晨起空腹血糖
治疗前

著的增强免疫、抗衰老、抗疲劳、耐缺氧、改善肾功能、促进

治疗后
*

新陈代谢、降低血糖、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但方中祛风
**

治疗组

33

14.75±9.68

6.6±0.70

对照组

33

14.85±9.68

10±5.51

*

止痒力量欠弱，而中药中的蝉蜕、僵蚕、乌梢蛇则具此功效，
三药皆为中药虫类药，性善散行，可入络搜邪，驱逐隐伏之风，

**

注： 治疗前比较 t=1.807， P>0.05；治疗后比较 t=3.722，P<0.05。

后者偏重于平熄内风，二者相辅相成，双管齐下，协同增效，

2.3 治疗结果

是治疗皮肤瘙痒症的良药[7]。有研究证明：蝉蜕含多种氨基酸

治疗组的有效率为 84.84%，对照组的有效率为 63.63%。
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882 P<0.05），治疗
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详见表 3。

n

痊愈

显效

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镇静、镇痛、解热、抗炎、抗过敏等作
用[8]。僵蚕含蛋白质、酶类、草酸铵、有机酸、维生素、微量
元素、核酸等，具有抗凝血、镇静催眠、减少毛细血管通透性、
降血脂、降血压、减低血糖含量等作用[9]。乌梢蛇含蛋白质、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n，%）
组别

使风去痒止。其中蝉蜕和僵蚕作为药对，前者偏重于疏散外风，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

治疗组

33

18

10

5

0

84.84

对照组

33

10

11

8

4

63.63

脂肪、糖类、钙、磷、铁及 VitA、VitB1 等，具抗炎、镇痛、通
络祛风等作用，治疗一些瘙痒性疾病，疗效显著[10]。盐酸左西
替利嗪片是第 2 代抗组胺药，是目前抗组胺药的当家药和首选
药之一。此药无明显抗胆碱和抗 5-羟色胺作用，不易通过血-

注：*x2=3.882，P<0.05。

脑脊液屏障而作用于中枢 H1 受体，治疗皮肤瘙痒强于其他抗

2.4 不良反应

组胺药。

服药过程中，治疗组出现 2 例轻微不良反应，其中困倦乏

本次观察结果显示，六味地黄汤加味联合盐酸左西替利嗪

力 1 例，轻度恶心 1 例，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停用症状消失。对

片治疗老年糖尿病皮肤瘙痒症，确实可以标本兼顾，优势互补，

照组轻微不良反应 5 例，困倦乏力 2 例，口干 3 例，5 例不良

明显缩短疗程，增强疗效，减少复发，提高安全性，值得临床

反应均在停用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后消失。治疗组、对照组不良

进一步研究应用。

反应发病率分别为 6.06%和 15.1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
计学意义（x2=1.484，P<0.05）
。
2.5 随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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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将本病归于“消渴病”和“风瘙痒”范畴。中医认为
“消渴病”病机核心是阴虚燥热；
“风瘙痒”为体虚生风化燥，
津液耗伤，肌肤失养；老年人则多肝肾不足，气血不充。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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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甘露（1967-），女，讲师、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病的研究。

者认为本病发生肝肾阴虚为本，风燥伤津为标，治之应标本兼
顾，以补益肝肾、养阴润燥为主，辅佐祛风止痒药物，方可提
高疗效，遂选用六味地黄汤作为治疗本病的基础方。六味地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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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内服外敷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ubacute thyroiditis in TCM
刘丽芬 谢雪飞 宾建平
（肇庆市中医院，广东 肇庆，52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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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内服外敷联合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 2008 年 6 月～2012 年 11 月
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4 例患有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将 64 例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平均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 32
例患者采取中药内服与外敷联合治疗方法；对照组 32 例患者采用口服泼尼松、布洛芬胶囊等西药方法进行治疗。两组患者均按照
各自治疗方法治疗 3 个月，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以及治疗前后的实验室数据指标和病症复发率。结果：治疗组通过中药内
服外敷治疗方法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治愈 22 例，好转 4 例，未治愈 6 例，总有效率 81.25%；对照组采用口服泼尼松等西
药方法进行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治愈 13 例，好转 8 例，未治愈 11 例，总有效率 65.63%。两组患者治疗后各临床症状改善，
但治疗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不良反应率对比 P>0.05，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3 个月后，治
疗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在实验室数据指标上并没有明显差异（P>0.05）
，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在亚急性甲状腺炎的临床症
状恢复上面有明显差异（P<0.05）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亚急性甲状腺炎在临床治疗中采用中药内服外敷方法具有明显效果，且
患者无不良反应症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药；内服外敷；亚急性甲状腺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oral administration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on treating subacute
thyroiditis. Methods: 64 cases of subacute thyroidit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08 to November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oral administration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ral prednisone, ibuprofen capsules and other modern methods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 laboratory data index
and disease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after 3 months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22 cases were cured, 4 cases improved, not cure in 6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1.25%; 13 cases were cured, 8 cases improved,
not cure in 11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65.63% in the control group. Treated group was obvious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wo groups of adverse reaction rate compared to P>0.05,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laboratory data indicators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wo groups, clinical symptom recover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CM oral administration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subacute thyroiditis, and patients with
no symptoms of adverse reaction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Oral administration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Subacute thyroid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06
亚急性甲状腺炎简称亚甲炎，是一种有病毒感染而引起的

±5.9）岁，病程 1～3 周。对照组男 4 例，女 28 例，年龄 28～

甲状腺炎性病变，临床治疗存在一定难度，临床主要特点为放

58 岁，平均年龄（32±5.4）岁，病程 1～2 周。两组亚急性甲

射性疼痛和转移性疼痛 ，令患者在日常生活以及工作中都有

状腺炎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资料无显著差异性（P>0.05）
，

较大的影响。笔者为了观察中药内服外敷方法治疗亚急性甲状

可以进行组间比较。

腺炎临床疗效，选取我院收治的 64 例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的

1.2 方法

[1]

临床资料，两组患者经治疗后临床症状都有所好转，现将治疗
组与对照组各项临床数据进行对比，现总结如下。

治疗组：以我院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经验方和中药南天仙
子水调外敷患处联合治疗。药方组成有：北豆根 10g，大青叶
15g，柴胡 10g，制南星 10g，金银花 15g，黄芩 10g，没药 10g，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土贝母 10g，川楝子 10g，天葵子 15g，连翘 15g，板蓝根 30g，
鱼腥草 30g。加减：胸胁疼痛、喜叹息患者加郁金 15g，青皮

选取我院于 2008 年 6 月～2012 年 11 月收治的 64 例亚急

15g；颈前肿大明显，伴有结节患者加蚤休 15g，夏枯草 15g；

性甲状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平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舌质暗红血瘀患者给予加丹参 15g，赤芍 15g。1 剂/d，煎汤

其中治疗组男 5 例，女 27 例，年龄 24～59 岁，平均年龄（33

300ml，分 2 次口服。南天仙子，遇水则膨胀竖立，粘性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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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所有研究资料均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

打湿润即粘结成团，临床操作方便迅捷，该药有清热解毒；消肿
止痛之用，每次取 50g 调敷外敷于甲状腺处，外敷 2 次/d，2h/次。
对照组：给予泼尼松（天津力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2020123）10mg，3 次/d 口服，症状完全缓解，随后减量，
每周减量 5mg，总疗程 3 个月。治疗过程中，如发现患者有甲
状腺功能亢进症状，可以给予患者口服盐酸普萘洛尔片 10mg，
3 次/d。医护人员要随时注意观察患者临床症状表现，并需患
者及时配合做甲状腺功能检测、心率等检查，以便于调整用药

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

）
，计数资料采用 t 检

2

验，组间对比采用 x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治疗组患者中治愈 22 例，好转 4 例，未愈 6 例，总有效
率为 81.25%；对照组患者中治愈 13 例，好转 8 例，未愈 11

剂量及停药时间。
两组患者均治疗 3 个月，观察疗效结果。

例，总有效率为 65.63%。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

1.3 统计学处理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n（%）]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2

22（68.75）

4（12.5）

6（18.75）

81.25

对照组

32

13（40.63）

8（25）

11（34.37）

65.63

2.2 治疗前后实验室数据比较

并没有明显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在亚急性甲

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通过各自治疗方法治疗后，通过
图表可以看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在实验室数据指标上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实验室数据变对比（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状腺炎的临床症状恢复上面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计学
意义。

）

观察天数

肿块

CDFI

白细胞计数（×109/L）

血沉（mm/h）

0

2.7±0.21

丰富的血流信号

13.3±3.9

30.0±12.0

90

0.52±0.19

无异常血流

5.7±2.9

12.0±7.0

0

2.4±0.30

丰富的血流信号

13.6±4.1

29.0±11.0

90

1.7±0.29

仍有少量血流

6.4±3.4

13.0±6.0

2.3 两组复发率比较

南天仙子，味苦；性寒，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给与患

在 3 个月的治疗后的跟踪回访反馈信息中，治疗组中有 4

者外敷可以帮助其清热泻火，散结止痛之功，从而增强患者的治

例复发，复发率 12.5%（4/32）
，对照组中有 6 例复发，复发率

疗效果。西医和中医药物治疗中有很大的区别，西医治疗方案主

18.75%（6/32），治疗组和对照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要采取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治疗后副作用大且复

义（P<0.05）
，治疗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发率高[5]。而采用中药内服与外敷联合治疗的方法在临床治疗效

3

讨

论

亚急性甲状腺炎多发于中青年女性，多数患者是因为病毒

果中具有复发率低，副作用小，经济有效的特点。
参考文献：

性感染或者自身免疫力低所造成。对于亚急性甲状腺炎在我国

[1]高莹,高燕明.亚急性甲状腺炎[J].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2009(5):358-360

中医学方面属于“瘿肿”病的范畴，“瘿肿”病的临床主要症

[2]清·吴谦.医宗金鉴[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状为颈前喉结两旁结块肿大，而此病多为患者感受火热之邪，

[3]崔鹏,高天舒,梅兰.中药内服外敷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临床疗效观察[J].

热毒壅盛，结于颈前；或情志不遂，肝气郁滞，气郁化火，灼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9):2032-2034

津为痰，痰热互结于颈，进而热毒瘀或痰热伤及阴津，又致阴

[4]晏玲,彭碧波.中医药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 30 例临床观察[J].吉林中医药,

虚火旺，虚热内扰之证。临床上多数情况是由于肝郁气滞，痰

2011(11):1075-1076

气相互交融积结于颈；或因为气虚、气滞血瘀，痰瘀相互交融

[5]王玮莉.中医药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文献及相关临床用药研究[J].湖北中医

凝结于颈；或者是患者抵抗力低，热毒趁虚侵入，热毒痰浊内

药大学学报,2010(5):31

积于体内交结于颈前发为本病。
治疗组采用我院经验方，方中川楝子、延胡索疏肝行气以止
痛，柴胡、黄芩、夏枯草、清泄肝经郁火，连翘、天葵子、蚤休、
土贝母、制南星有化痰散结之用，没药有活血化瘀止痛之效，按
照经验方煎汤内服能够迅速消肿止痛并消除甲状腺肿大或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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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
临床效果探究
Discussion 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anreqing injection on treating SIRS
宋庆林
（河南焦作市人民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3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17-02

焦作，4540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对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临床效果展开研究和探讨。方法：取我科自 2011
年 6 月以来收治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 68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 34 例患者采用常规抗感染治疗，视为对照组；
另外 34 例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静脉注射痰热清注射液，视为实验组。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率（HR）
、呼吸频率、
（RR）、体
温（T）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和白细胞计数（WBC）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后对比分析；同时观察两组患者脓毒症和死亡的发生情况。
结果：实验组治疗前后心率、呼吸频率和白细胞计数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脓毒症和死亡率更低；且上述比较项差异均
具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临床治疗效果明显，能显著改善并稳定患者炎症反应，
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痰热清注射液；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临床效果；探究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Tanreqing injection treatment of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effects
a study and discussion. Methods: 68 cases of SIRS patients in our department since June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4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anti-infection treatment, as the control group; another 34 patients were
given intravenous Tanreqing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heart rate (HR), respiratory rate, (RR), temperature (T), the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after chang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lso observed sepsis and death situation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heart rate, respiratory rate,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 of experimenta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epsis and mortality rat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and the above comparable item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anreqing
injection has obvious effect on SI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and stabilize the patient inflammation, is worthy of clinical further
promotion.
【Keywords】 Tanreqing injection; SIRS; Clinical effect; Discus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07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是影响遍及全身的炎症性状态，通常是
[1]

机体对于免疫系统感染的响应，与败血症相关 。通常是多

SIRS 患者，入院患者均符合 SIRS 诊断标准。患者年龄在 21～
6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43.9 岁；男性患者 37 例，女性患者 31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 34 例患者采

种炎症介质的系统性表达，包括在内分泌和旁分泌中起作用

用常规抗感染治疗，视为对照组；另外 34 例患者在对照组的

的细胞因子或细胞因子信号，或氧自由基和凝血因子。其特

基础上静脉注射痰热清注射液，视为实验组。两组在年龄、性

征是全身代谢过高，产热过快和炎症反应过度，在中医上属

别和及患病时间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于毒热证和瘀血证。痰热清注射液广泛应用于清热解毒，能

1.2 方法

够对抗血清内毒素，并抑制肿瘤坏死因子失控性释放，以清

对照组的患者接受常规的抗 SIRS 治疗，包括给予抗生素、

除机体内的炎症介质，使机体的自身免疫反应得以恢复 。

维持氧供、营养支持以及对症的支持治疗，若病情需要则可进

本研究旨在对痰热清注射液（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等。观察组的患者除了接受

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临床效果展开研究和探讨，现将

常规的抗 SIRS 治疗之外，加用痰热清注射液 20ml，稀释于

研究成果汇报如下。

250ml 的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1 次/d，连用 7d。

[2]

1

一般资料

1.1 研究对象
我院于 2011 年 6 月～2012 年 11 月期间，共接诊 68 例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率（HR）
、呼吸频率、
（RR）
、体温
（T）、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和白细胞计数（WBC）变化情况进
行统计后对比分析；同时观察两组患者脓毒症和死亡的发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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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况。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率（HR）
、呼吸频率、
（RR）
、体温

1.4 统计学方法

（T）、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和白细胞计数（WBC）变化情况进

用 SPSS 11.0 软件进行统计学整理和分析，并采用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010-59431886

结

行监测，发现实验组治疗前后心率、呼吸频率和白细胞计数均
优于对照组，几项指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

果

时，两组治疗前后体温变化不差异不明显，中心粒细胞百分比
差异也不明显。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2.1 两组患者观察指标检测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观察指标检测结果
HR（次/min）

RR（次/min）

T（℃）

WBC

中心粒细胞百分比
（%）

110±13

29.3±2.4

38.1±1.4

15±3

87±12

治疗后

74±8

20.3±1.1

36.4±0.7

9±2

84±10

治疗前

107±15

29.1±2.7

38.3±1.2

14±2

87±9

治疗后

84±11

18.3±1.4

37.0±0.5

11±1

85±8

组别

时间
治疗前

实验组

对照组

2.2 两组患者脓毒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比较

计数（WBC）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后对比分析；同时观察两

对两组患者脓毒症和死亡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实验

组患者脓毒症和死亡的发生情况。根据得到的数据，统计学

组脓毒症 3 例（8.8%）
，死亡 1 例（2.9%）
；对照组脓毒症 10

处理和分析后发现，实验组治疗前后心率、呼吸频率和白细

例（29.4%）
，死亡 3 例（8.8%）
。两组患者脓毒症发生率和死

胞计数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脓毒症和死亡率更

亡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统计结果如表 2

低；且上述比较项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本

所示。

次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表 2 两组患者脓毒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比较 [n（%）]

征的临床治疗效果明显，能显著改善并稳定患者炎症反应，

组别

n

脓毒症发生

死亡

实验组

34

3（8.8）

1（2.9）

对照组

34

10（29.4）

3（8.8）

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1]Papaioannou V E, Chouvarda I G, Maglaveras N K, et al. Temperature

注：两组间比较，P<0.05。

variability analysis using wavelets and multiscale entropy in patients with

3

讨

论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epsis,and septic shock[J].Critical

SIRS 形成原因大致可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的。当 SIRS
是由于感染而发生，被认为是败血症[3]。非感染性 SIRS 的原
因包括：外伤、烧伤、胰腺炎、缺血和出血等[4]。SIRS 的定义
是符合以下两项或以上的患者：①体温超过 38℃或者低于
36℃。②心率超过 90 次/min。③呼吸频率超过 20 次/min 或者

Care,2012,16(2):1-15
[2]隋韶光.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急诊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56 例效果观察[J].中
国中医药咨讯,2011,3(6):162
[3]徐志威.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43 例疗效观察[J].中国现
代药物应用,2010,4(11):116-117
[4]Cazzaniga M, Dionigi E, Gobbo G, et al.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二氧化碳分压（PaCO2 ）小于 32mmHg。④白细胞计数异常

response syndrome in cirrhotic patients:relationship with their in-hospital

（>12000/μL 或<4000/μL）
。SIRS 常常引起全身一个或多个器

outcome[J]. Journal of hepatology,2009,51(3):475-482

官的障碍，其并发症有：急性肺损伤、急性肾损伤、休克和多

[5]Leithead J A, Ferguson J W, Bates C M, et al.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5-6]

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

。

本研究旨在对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response syndrome is predictive of renal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non-paracetamol-induced acute liver failure[J].Gut,2009,58(3): 443-449

的临床效果展开研究和探讨。我们通过抽取我科自 2011 年

[6]张理云.痰热清注射液在急性感染性疾病应用概况[J].中国中医急症,

6 月以来收治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 68 例，随机分为

2007,16(4):470-471

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 34 例患者采用常规抗感染治疗，视
为对照组；另外 34 例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静脉注射痰热
清注射液，视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率（HR）、
呼吸频率、（RR）、体温（T）、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和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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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津降糖饮治疗 2 型糖尿病 31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1 cases of type 2 diabetes with
the Shengjin Jiangtang decoction
李 军
（焦作卫校附属医院，河南 焦作，454001）
中图分类号：R5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19-02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观察生津降糖饮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31
例）予生津降糖饮早晚分服治疗。对照组（31 例）予盐酸二甲双胍口服，根据血糖水平作剂量调整，一般每日量 1～1.5g。两组
均治疗 4 周后观察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血糖变化情况。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3.5%、58.1%，两组比较具有显著
性差异（P<0.05）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两组治疗后空腹血糖（FPG）
、2h 血糖（2hPG）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均降低；治疗组治疗后 FPG、2hPG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生津降糖饮治疗 2 型糖尿病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有效控制血糖。
【关键词】 2 型糖尿病；生津降糖饮；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hengjin Jiangta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62
cases of type 2 diabet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3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Shengjin Jiangtang decoc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oral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To adjust dosage according to blood
sugar, an average of 1～1.5g daily. After 4 weeks,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the changes of blood sugar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3.5%, 58.1%.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2 groups after treatment, the 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 2h Blood glucose (2hPG)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were lower after treatment; treated group after treatment,
FPG, 2hPG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reated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hengjin Jiangtang decoction has good effects on treating type 2 diabetes and can control the blood
sugar effectively.
【Keywords】 Type 2 diabetes; Shengjin Jiangtang decoction;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08
糖尿病是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以高血糖为其共同标

食控制 2 周，空腹血糖（FPG）仍≥7.0mmol/L，或餐后 2h 血

志的一组综合征或症候群。其中 2 型糖尿病约占所有糖尿病

糖（2hPG）仍≥11.1mmol/L；②无酮症酸中毒、感染，无其他

患者的 90%以上。具有发病缓慢、发展隐匿的特点，进入症

内分泌疾病，无严重心肝疾患；③无胰岛素治疗史者，可以确

状期后会引起多种并发症，给患者带来极大危害。中医中药

诊并列入观察对象。

治疗主要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重在整体调节，且无明显毒

1.3 治疗方法

副作用。2009 年 6 月～2012 年 11 月我们采用生津降糖饮治

治疗组：以益气养阴，清热生津为组方原则给予生津降糖

疗 2 型糖尿病患者 31 例，临床上收到了理想效果。现将结果

饮口服。药物组成：怀山药 30g，枸杞子 15g，知母 10g，黄
芪 20g，北沙参 20g，生地黄 30g，玉竹 20g，天花粉 30g，葛

报告如下。
1

根 10g，麦冬 15g，丹参 15g，益智仁 10g，肉桂 3g 。随证加

资料与方法

减：血糖下降缓慢者加玄参、黄精；多发性疖肿者加金银花、

1.1 一般资料

蒲公英；尿中出现酮体者加黄芩、黄连；皮肤瘙痒者加地肤

全部 62 例均为本院中医科门诊患者，按随机开放对照设

子、白鲜皮；心悸失眠者加酸枣仁、五味子；腰膝酸软者加

计原则（用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治疗组 31 例，其中男 17 例，

桑寄生、川断；视力减退者加谷精草、夏枯草；血压高者加钩

女 14 例；年龄 42～77 岁，平均 54.5 岁；病程 1～16 年。对照

藤、石决明；尿路感染者加萹蓄、瞿麦。1 剂/d，水煎，分早

组 31 例，其中男 12 例，女 19 例；年龄 41～73 岁，平均 52.7

晚 2 次服。

岁；病程 6 个月～15 年。两组一般资料经均衡性检验，差异无

对照组：予单纯口服盐酸二甲双胍片（上海信谊药厂有限

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公司，国药准字 H31022081）控制血糖，0.25g/次，3 次/d，可

1.2 诊断标准

根据血糖水平作剂量调整，一般 1～1.5g/d，每日最多不超过
[1]

参照《内科学》诊断标准 ，并符合下列标准：①先经饮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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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两组均按诊断标准诊断为 2 型糖尿病。治疗期间停服其它一

2

切降血糖药物，予以定量饮食控制，有规律的运动等糖尿病健康
教育，并定期监测血糖。均治疗 2 个月后统计疗效。
1.4 疗效标准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显 效 ： 治 疗 后 症 状 基 本 消 失 ， FPG<7.2mmol/L ， 餐 后

组别

n

显效

2hPG<8.3mmol/L，或血糖较治疗前下降达到 30%以上；有效：

治疗组

31

20（64.5）

9（29.0）

2（6.5）

29（93.5）

治疗后症状有明显改善，FPG<8.3mmol/L，餐后 2hPG<10.0mmol/L，

对照组

31

8（25.8）

10（32.3）

13（41.9）

18（58.1）

血糖较治疗前下降达到 10%以上；无效：治疗后症状无明显改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

善，血糖下降未达到标准 。
由表 1 可见，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 统计学方法

（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
2

资料采用想 x 检验。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糖变化比较（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糖变化比较（见表 2）
）
FPG（mmol/L）

组别

2hPG（mmol/L）

n
治疗前

治疗组

31

10.25±2.56

对照组

31

10.12±2.73

治疗后

治疗前

6.91±2.17*△

治疗后

13.32±3.61

8.49±2.35*△

7.91±1.97*

13.15±3.28

9.8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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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可见，两组治疗后 FPG、2hPG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肠内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肠内葡萄糖摄入量而产生抗糖尿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降低；治疗组治疗后

效应[8]。另据文献记载：枸杞子、知母、天花粉、麦冬、丹参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低

均具有良好的降糖功效。因此，诸药协同作用能够收到良好的

于对照组。

疗效。生津降糖饮治疗 2 型糖尿病是基于中医理论辨证论治，

3

讨

能够标本兼顾，通过对人体的总体调理，使患者阴阳平衡而达

论

到治疗目的。临床观察表明，本方在降糖的同时，能够提高患

糖尿病属于祖国医学“消渴”的范畴。中医学对本病很早
就有了认识，认为五脏虚弱，过食肥甘，劳欲过度、情志失调
是消渴发病的原因，其主要病机是阴虚燥热，且以阴虚为主，
燥热为标，两者互为因果，在此基础上派生出其他并发症。病

者机体抵抗力，抑制其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且疗效稳定可靠，
无明显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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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灌肠疗法对慢性盆腔炎患者血流变的影响
The effect of TCM enema therapy on blood flow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CPID
温晋英
（山西省中医院，山西 太原，030012）
中图分类号：R711.3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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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单纯中药灌肠疗法对慢性盆腔炎患者血流变的改善，以及症状、体征的好转。方法：选择慢性盆腔炎
湿热瘀结型偏瘀证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中药灌肠组（治疗组）和中药灌肠加口服组（对照组）
。结果：两组高切全血粘度、低切
全血粘度、血浆粘度、红细胞电泳时间疗前和疗后相比有显著性差异，组间相比无显著性差异；两组治疗前后患者症状和体征的
改善明显。结论：单独中药灌肠效果不亚于口服加灌肠，不但可以明显减轻患者的症状、体征，且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血液浓、
粘、凝、滞的状态。
【关键词】 中药灌肠；慢性盆腔炎；血流变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imple enema therapy on blood flow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CPID) improvement, as well as improvement of the symptoms and signs. Methods: 80 case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igns and symptoms improve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Effects
of the simple enema therapy as much as oral plus enema, not onl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atient’s symptoms, signs, and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blood status.
【Keywords】 TCM enema; CPID; Changes in blood flo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09
慢性盆腔炎（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CPID）
是妇科常见病，近代医家大量运用外治法治疗慢性盆腔炎，临
床报导较多的包括中药保留灌肠、中药外敷、阴道用药、中药

木香 9g，元胡 12g，川楝子 12g，炒荔核 9g，橘核 9g，陈皮
9g，甘草 3g，双花 30g，生苡米 15g，红藤 15g。
煎服法：1 剂/d，分 2 次服用，于早晚饭后 1h 各 1 次（由

栓剂纳肛和物理疗法等。通过 1 年来我们对收集的小样本进行

我院统一代煎）
。

粗略的统计，发现中药灌肠疗法有明显的临床优势，有效的增

1.3.2 中药灌肠方

加了盆腔的药物浓度，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
床疗效。

组成：三棱 10g，莪术 10g，丹参 10g，当归 10g，桃仁 10g，
皂刺 6g，木香 6g，红藤 15g，苡米 10g，元胡 10g。

慢性盆腔炎患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异常。

方法：嘱患者灌肠前排空二便，左侧卧位，取中药浓煎灌

血液流变性的改变，是血液循环和微循环障碍发生的原因和基

肠液 1 剂（由我院统一代煎，100ml/剂）
，开水浸泡 5min 至手

础。慢性盆腔炎患者血液处于浓、粘、凝、滞状态。一般认为，

取微烫，倒入本科自制灌肠器内，并连接导尿管，用石蜡油润

促使血液粘滞度增高的主要因素取决于高切全血粘度、低切全

滑 2/3 长度，插入肛门 20～25cm，缓慢注入药液，灌肠完毕后

血粘度、血浆粘度、红细胞压积等。

取平卧位，臀部稍垫高，药物保留时间 3h 以上。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选择我科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 月门诊和住院慢性盆腔
炎湿热瘀结型偏瘀证患者 80 例，年龄最小 20 岁，最大 55 岁，
有性生活史女性。随机分为中药灌肠组（治疗组）和中药灌肠

1.4 观察方法
自月经干净后第 2 天开始治疗，连续治疗 14 天（d）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观察患者治疗前后临床
症状、体征、盆腔 B 超情况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变化。
1.5 观察指标
①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的改善；②治疗前后妇科检查的情

加口服组（对照组）
。

况；③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检测：高切全血粘度、低切全

1.2 评分标准

血粘度、血浆粘度、红细胞电泳时间、血沉的改变。

症状、体征量化评分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
（2002 年版）中关于慢性盆腔炎的“中医症状量化评分
标准”
。

1.6 疗效标准
1.6.1 临床疗效评定标准
痊愈：治疗后症状、体征积分和减少≥95%；显效：治疗

1.3 选方用药

后症状、体征积分和减少≥70%，<95%；有效：治疗后症状、

1.3.1 中药口服方

体征积分和减少≥30%，<70%；无效：治疗后症状、体征积分

组成：当归 9g，丹参 15g，赤芍 12g，香附 9g，乌药 9g，

和减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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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电泳时间及血沉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具有可比
性。两组除血沉外，余 4 项指标均明显高于正常值，有显著性

疗效指数（n）=［
（治疗前评分－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

差异（P<0.05）
（表 3～4）
。

分］×100%。
痊 愈 ： n>90.00% ； 显 效 ： 90.00%>n>66.67% ； 有 效 ：

2.3 两组在治疗 1 个疗程后高切全血粘度、低切全血粘度、血

66.67%>n>33.33%；无效：n<33.33%。

浆粘度、红细胞电泳时间与治疗前相比

1.7 统计方法

两组在治疗 1 个疗程后高切全血粘度、低切全血粘度、血

统计分析将采用 SAS9.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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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浆粘度、红细胞电泳时间与治疗前相比有显著性差异，但血浆
粘度、红细胞电泳时间与正常值相比有显著性差异。治疗 2 个

果

疗程后高切全血粘度、低切全血粘度、血浆粘度、红细胞电泳

2.1 两组患者症状和体征改善情况比较

时间与治疗前相比有显著性差异，与正常值相比无显著性差

两组对慢性盆腔炎患者症状和体征的改善明显，尤其是第

异。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表 3～4）
。

2 个疗程后有效率达到 95%以上（表 1、表 2）
。

2.4 两组治疗前后血沉值比较

2.2 疗前两组患者的高切全血粘度、低切全血粘度、血浆粘度、

两组治疗前后血沉值相比无显著性差异，与正常值相比亦

红细胞电泳时间及血沉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表 3～4）
。

疗前两组患者的高切全血粘度、低切全血粘度、血浆粘度、
表 1 第 1 个疗程后两组综合疗效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40

15

11

7

7

总有效率（%）
82.50

对照组

40

16

12

6

6

85.00

表 2 第 2 个疗程后两组综合疗效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5

8

14

2

1

96.15

对照组

24

6

10

7

1

95.83

表 3 治疗组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比较（

高切全血粘度

低切全血粘度

血浆粘度

红细胞电泳时间

血沉

（mpa.s）

（mpa.s）

（mpa.s）

（s）

（mm/H）

正常值

4.57±0.37

9.28±1.38

1.32±0.09

17.00±1.87

32.25±7.53

治疗组

表4

疗前

5.66±0.67

12.68±1.58

1.95±0.17

21.22±0.95

34.32±6.10

1 个疗程

4.87±0.08

10.91±1.97

1.80±0.08

20.49±0.66

33.99±5.12

2 个疗程

4.84±0.53

9.51±1.11

1.43±0.12

18.60±0.41

33.03±5.40

高切全血粘度

低切全血粘度

血浆粘度

红细胞电泳时间

血沉

（mpa.s）

（mpa.s）

（mpa.s）

（s）

（mm/H）

对照组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比较（
治疗组

3

）

讨

）

正常值

4.57±0.37

9.28±1.38

1.32±0.09

17.00±1.87

32.25±7.53

疗前

5.59±0.67

13.04±1.44

1.95±0.17

21.22±0.95

34.32±6.10

1 个疗程

4.27±0.60

10.76±1.56

1.80±0.08

20.49±0.66

33.99±5.12

2 个疗程

4.15±0.54

9.51±1.11

1.43±0.12

18.60±0.41

33.03±5.40

论

现代医学对本病的治疗以抗菌素治疗、物理治疗、肾上腺
皮质激素治疗为主，但其副作用大、疗效不明显，致使病情迁
延，且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易导致肠胃功能紊乱、菌群失调及
机体重要脏器特别是对肝、肾功能的损害。相对于现代医学来

经脉气血瘀结，从而影响盆腔的血液循环；现代医学认为，其
主要是由于患者发病前免疫力低下，抗病能力明显减退，盆腔
易致需氧菌和厌氧菌的混合感染，炎性细胞不断浸润，使宫体、
宫旁、附件及盆腔结缔组织反复受炎症刺激，病变局部微血栓
形成而成高凝状态[1-2]。由此可以看出，祖国医学“血瘀”理论
与现代血液流变学的有机统一[3-4]。

说，中医药治疗慢性盆腔炎有其独特的优势，治疗方法和给药

本研究根据祖国医学关于盆腔炎的辨证论治原则，运用现

途径呈多样化。直肠给药结合现代灌肠技术和中医辨证论治，

代医学方法研究其作用及其机制。本研究证明单独中药灌肠效

即提高药效，又避免“肝首过效应”
，且操作方便、用药安全、

果不低于中药口服加灌肠综合疗法，不但可以明显减轻患者的

痛苦小、毒副作用少，患者易于接受。

症状、体征，且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血液浓、粘、凝、滞的状

盆腔炎病程较长，中医学认为“久病入络、久病成瘀”，

态，从而避免口服中药给患者带来的不便，为治疗本病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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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更为方便、快捷、有效的途径，同时为本病的临床疗效评

[2]王笃英.活血化瘀药的临床应用及其药理作用[J].中华医学研究杂志,

估提供了一项更加客观的指标。此外对于一部分中年女性来

2005,10:1041-1042

说，改善血流变的同时，也对心脑血管疾病及各类微循环障碍

[3]史载祥.血瘀证及活血化瘀法的研究现状与进展[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疾病的发生、发展起到很好的预防、治疗作用，这将具有重大

2002,22(12):887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田牛,李玉珍,刘育英.血瘀证的微循环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
21(4):24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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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栓片对急性脑梗死病人 D-二聚体及
血小板聚集率的影响
The effect of cerebral thrombosis tablets on D-dimer and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王 宁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 南京，210029）
中图分类号：R74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23-02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探讨脑血栓片对急性脑梗死恢复期的临床疗效及对治疗前后 D-二聚体、血小板聚集率的影响。方法：将
急性脑梗死恢复期病人属瘀血证 6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38 例）与对照组（30 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
基础上用脑血栓片口服，疗程均为 4 周。结果：治疗组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以及 D-二聚体、血小板聚集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脑血栓片可作为急性脑梗死恢复期瘀血型的重要辅助方法，
并可有效改变脑梗死恢复期病人血液粘、浓、凝、聚状态。
【关键词】 脑血栓片；急性脑梗死 D-二聚体；血小板聚集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erebral thrombosis tablets on D-dimer and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68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38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3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modern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treated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herapy was given cerebral
thrombosis tablets, course of 4 week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and D-dimer,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P<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erebral thrombosis tablets could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adjunct for treating stasis type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ould effectively change the blood sticky, thick, condensate, poly state.
【Keywords】 Cerebral thrombosis tablets; D-dimer i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0
急性脑梗死是目前国内外医者研究的热点。本人运用脑血

中医诊断标准根据 1986 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的内科学会修订

栓片对急性脑梗死恢复期血瘀证者治疗前后临床疗效、神经功

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2]及 1988 年北京血瘀证研

能缺损评分、D-二聚体、血小板聚集率等进行观察，旨在探讨

究国际会议制定的血瘀证诊断参与标准[3]。将 68 例病人随机分

活血破瘀法对血瘀型脑梗死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栓相关指标变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8 例，男性 24 例，女性 14 例；

化的影响。

年龄 52～78 岁，平均 69.7 岁；病程 2～6 周；神经功能缺损评

1

分（24.26±2.02）分。对照组 30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0 例；

资料与方法

年龄 48～78 岁，平均 69.3 岁；病程 2～6 周；神经功能缺损评
分（24.16±4.22）分。两组间性别、发病年龄、病程及神经功

1.1 研究对象
68 例病人均为我院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3 月脑病中心
门诊病人。西医诊断均符合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
[1]

会议制度的诊断标准 ，并经头颅 CT 或核磁共振检查证实。

能缺损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给予西医常规治疗：肠溶阿司匹林片 0.1g，1 次/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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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丹参片 4 片，3 次/d，4 周为 1 个疗程。并酌情给予调整血压、

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4]，结合病人生活能力状态判定疗效。

血糖、调脂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脑血栓片（由

1.5 统计学处理

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公司出产，批号：20120608）
，4 片/次，3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采用配对 t 检验，

2

计数资料采用 x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次/d 口服，4 周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与方法

2

两组均于治疗后 4 周观察临床疗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治疗前后 D-二聚体、血小板聚集率（PAgT）等血栓指标。

治疗 4 周后，治疗组基本治愈 12 例，显著进步 17 例，进

D-二聚体测定：采用自动酶标仪测定，用金标法。PAgT 测定：

步 8 例，无变化 1 例，愈显率为 76.32%，总有效率为 97.37%；

采用 TYXN-9125 智能血小板聚集仪测定，用比浊法。

对照组基本治愈 6 例，显著进步 12 例，进步 8 例，无变化 4

两组病人均于入组后次晨抽取空腹肘静脉血 5ml，按要求
送至本院检验科检测。治疗 4 周后复检以上各项指标。

例。愈显率为 60.00%，总有效率为 86.67%。两组愈显率比较

1.4 疗效判定标准

有统计学意义（P<0.05）
。
2.2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见表 1）

根据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卒中病人临床神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
n（例）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1）

治疗前

38

治疗后

38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24.26±2.02
9.28±2.40

1） 2）

治疗前

30

26.16±4.22

治疗后

30

16.54±4.38

2）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有统计学意义。

2.3 两组治疗前后 D-二聚体、PAgT 比较
降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详见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D-二聚体、PAgT 均有所下降，但治疗组下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D-二聚体、PAgT 比较（

）
n（例）

D-二聚体（mg/L）

治疗前

38

0.94±0.21

治疗后

38

治疗前

30

0.79±0.28

72.1±0.8

治疗后

30

0.49±0.21

60.2±4.8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0.32±0.15 1

）2）

PAgT（%）
71.2±0.4
38.4±5.1 1

）2）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1 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2 P<0.05，有统计学意义。
）

3

讨

）

论

现代医学认为：引起脑梗死的根本原因是供应脑部血液的
颅内动脉发生闭塞性病变而未获得及时充足的侧枝循环所致。
而血小板聚集凝血功能亢进及纤溶活性受损均参与血栓形成
过程[5]。新的研究表明：瘀血的形成与血小板的形态及功能改
变、凝血活性增强、抗凝血活性降低的血小板因子的活化及血
液中凝溶状态、血流速度的改变密切相关[3]。当血液成分改变
时动脉壁脂质沉积、管壁平滑肌细胞过渡增生或血小板聚集造
成管胫狭窄。D-二聚体介导血小板活化并和中性粒细胞、单核
细胞粘附出现粘、浓、凝、聚的临床血瘀证。在治疗上循中医
“血实者，宜决之”
，
“疏其血气”的原则，用活血化瘀，疏利
血脉之脑血栓片治疗急性脑梗死恢复期属血瘀证者。有效成分
中水蛭、土鳖虫活血破瘀、红花、桃仁、赤芍、当归、丹参去
瘀生新、通经活络共为君臣。羚羊角、牛黄、凉肝熄风、豁痰
开窍共为佐使、诸药共奏活血化瘀、醒脑通络之功效。治疗中
发现该药不仅可明显改善临床症状，降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并可有效降低 D-二聚体含量，抗血小板聚集，抑制血小板活化
因子，提示脑血栓片可有效改变急性脑梗死恢复期病人血液中

粘度、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 D-二聚体，促进血流通畅，舒张
血管，改善脑供血、抗血栓形成的作用[6]。本研究结果证实：
脑血栓片对血瘀型急性脑梗死恢复期病人可抑制血小板聚集、
抗血小板活化、减少炎性细胞粘附，从而起到改善脑循环障碍，
抗血栓形成，恢复神经缺损功能的作用。为此中药脑血栓片治
疗急性脑梗死恢复期血瘀证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王新德.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95,21(6):60
[2]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分标准[J].中国医药
学报,1986,1(2):56
[3]陈可冀.实用血瘀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18-19,68-87
[4]秦震.卒中病人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标准[J].中华神经精神杂志,1996,
29(6):381
[5]芮德源.脑血管疾病的基础与临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67-300
[6]马晨.脑血栓片联合阿司匹林对脑梗死的疗效观察[J].中医临床研究杂志,
2012(10):56-57

粘、浓、凝、聚状态，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抑制血栓形成。药
理试验表明：水蛭、土鳖虫、红花、当归、丹参具有降低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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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预防治疗 50 例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50 cases of RRTI in childre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李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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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中西医结合用药对于治疗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实际的治疗效果。方法：在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3 月来我院治疗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患者中选取 100 例，其中患者进行随机抽样，分成治疗组、对照组，两组均为 50 例，
治疗组选用阿奇霉素和黄芪颗粒结合治疗，对照组选用阿奇霉素干混悬剂西药进行治疗，患者皆符合儿童反复性呼吸道感染疾病
的诊断标准。结果：治疗组的实际临床效果比对照组要好，两组对象在进行治疗 3 个月之后发病次数逐步减少，但是治疗组在经
过联合治疗后在 3 个月内发病的实际次数比对照组小，两组在治疗的前后 IgG、IgA 指标出现增高（P<0.05）
。结论：进行中西医
结合治疗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有实际明显的疗效，而且可以提高患者的免疫力。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临床效果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recurr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RRTI) in children.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2 to March 2013 to our hospital treatment selection in patients with RRTI 100 case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of 50 case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azithromycin combined with astragalus particl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zithromycin dry suspension agent, patients who are in
line with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RRTI in children. Results: Practical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number of onset gradually decreased, but the number of onse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less, IgG, IgA
indexes of two groups increas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s real obvious curative effect
on treating RRTI in children, and could improve patient’s immunity.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hildren with recurr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linical effect of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1
反复性呼吸道感染，简称为 RRTI，是常见的临床呼吸道

1.2 治疗方法

疾病，经常发病的对象主要是儿童，它是属于较复杂的儿科治

治疗组、对照组都口服用西药阿奇霉素干混悬剂，用凉

疗疾病，并且会可能会出现反复发作，并且这种疾病会引发患

开水进行溶解，连续 3d 服用，其中服用 3d，然后停药 4d，

者呼吸道和肺组织的病机出现损伤，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严

连续服用 1 个月，治疗组在进行西药的治疗基础之上口服黄

[1]

重危害到人类健康 。关于治疗的主要目标主要是提高患者免

芪颗粒，在患者 1～3 岁之间服用 2.5g，2 次/d，4～13 岁患

疫功能，近年些年来，国内开始研究中医结合用药对于治疗反

者服用 4g，1 次/2d，1 个月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3 个疗程，

复呼吸道感染临床效果，有着不少的成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3 月来我院治疗患者 100 例，

并且在治疗出院后的 3 个月进行复诊，收集每一位患者的治
疗时机情况，并且观察患者在治疗前后血清 IgG、IgA、IgM
的实际变化情况。
1.3 疗效评定
在经过治疗之后的治疗组和对照组的小儿患者，在发

这些病例都经过符合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特征的确诊，年龄

热、咳嗽和恶寒等有着明显的变化，治疗组儿童患者的体温

1～13 岁之间，其平均年龄为 6.5 岁，其中男为 56 人，女为 44

恢复正常。显效情况：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消失，发

人。按照随机抽取的方式进行分组，治疗组为 50 例，对照组

病次数明显减少。有效情况：发病次数没有变化，但是疾病

为 50 例。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在实际年龄、性别、临床特征、

的病程减小，实际临床症状得到缓解。无效情况：经过治疗

基本情况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着较好的

之后实际发病次数明显增多，小儿患者病程、临床情况没有

可比性。

什么实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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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12.0 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并对分

间大概为 1～2 周，治疗组病愈有效率是 98%，对照组病愈有

析结果运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着统计学意义。

效率是 80%，很明显，治疗组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两组的

2

实际差异都有着统计学意义（P<0.05），总有效率＝[（有效＋

结

果

两组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疾病在治疗之后均都有复查，时

显效）/病例总数]×100%。如表 1 所示。

2.1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临床效果情况
表 1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疗效情况对比 [n（%）]
组别

n

显效情况

无效情况

治疗组

50

39（78）

对照组

50

30（60）

2.2 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后的 3 个月发病感染次数对比

有效情况

总有效率（%）

10（20）

1（2）

98

10（20）

10（20）

80

两组在经过治疗后的 3 个月内发病次数减少（P<0.05）
，
治疗组的实际感染发病次数要比对照组少。如表 2 所示。

情况
表 2 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后的 3 个月发病感染次数对比情况

3

讨

组别

n

治疗前感染次数

治疗后感染次数

T值

P值

对照组

50

4.3±1.4

1.9±0.9

7.532

P<0.05

治疗组

50

4.6±1.1

1.0±0.7

8.875

P<0.05

论

反复呼吸道感染疾病是属于比较常见的儿童慢性呼吸道
疾病，其发病率较高的，发病的对象一般为儿童，普遍的年龄

者的免疫细胞能力，调整患者的体液免疫系统，增强患者的机
体免疫能力。使用阿奇霉素和黄芪颗粒结合对于治疗和防治儿
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效果较为显著，在实际临床治疗中可
以进行应用[5]。

在 2～6 岁之间。它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较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出，治疗组进行中西药物治疗的

多，例如患者身体素质因素、外界环境因素、个人营养因素以

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而且在治疗后 3 个月的复查期内的

及呼吸系统等疾病[2]。

实际发病次数比治疗前减少，患者的机体免疫能力得到迅速的

目前对于治疗儿童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方法主要进行抗菌

提高，而且患者在进行中西药物联合治疗中没有出现明显的药

性药物的治疗，在处于发病的急性期内，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治

物副作用。说明阿奇霉素加黄芪颗粒中西药物结合治疗效果较

疗效果比较明显，但治疗反复性呼吸道疾病的实际效果并不明

为明显，能够提升对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疾病的的防治功能作

显，并且很容易就产生细菌性耐药。根据国内科学研究表明，

用[6]。中西药物结合对于预防治疗患者的疾病有着有着明显的

在使用抗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采用中西药结合进行治疗，

疗效，能够提高患者的机体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作用。

能够取得良好的疗效。患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疾病儿童的普遍免
疫力较为低下，免疫反应能力较低，抵抗力不足，自身不能抗

参考文献：

击病源，进而使得出现反复感染[3]。所以提升儿童免疫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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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服用较为方便，剂量易把握等优点，并且可直接与食物一

观察[J].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7)

[4]

起服用 。对于 16 岁以下的儿童进行阿奇霉素静脉治疗的安全

[5]王桂菊,牟丽萍,王莉莉.童康片治疗小儿厌食合并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

性现在不是很明确，所以现在一般是口服治疗。在进行口服后

研究[J].现代临床医学,2006(5)

的 2～3h 内，其生物利用率为 37%，具有良好的组织性，它的

[6]王利然.传统穴位加神阙穴贴敷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 126 例疗效观察

组织水平比一般血药质量的指标高达 50～100 倍。可见阿奇霉

[J].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2009(4)

素对于治疗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疾病具有一定的疗效。
黄芪颗粒是属于内科的中成药品，它的主要成分是黄芪成
分主要提取物，它是偏棕黄色的颗粒物，具有补充元气稳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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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清理毒素，利尿功能等功效。它的主要作用机制药理是影
响患者机体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能力，从而有效地增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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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心络胶囊在社区冠心病二级预防中的应用研究
Application of Tongxinluo capsule in the two grade prevention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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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通心络胶囊治疗社区冠心病的疗效和对脉搏波波速（PWV）的影响。方法：对我院 2010～2012 年住
院收治的本社区 88 例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在常规西药治疗的基础上加
用通心络胶囊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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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 92.9%，对照组
的总有效率 87.0%。同时两组的脉搏波波速的改善也有显著性的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治疗组较对照组单独应用西医药效
果明显。通心络胶囊有改善动脉硬化作用，应用于社区冠心病二级预防安全有效，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通心络胶囊；中医药；社区冠心病；二级预防；脉搏波波速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ation the efficacy Tongxinluo capsules on treating communit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by Tongxinluo capsule and its influence on pulse wave velocity. Methods: From 2010 to 2010 in our hospital, 88 c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he treated group were given Tongxinluo capsule basised o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Result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reated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rate was 92.9%, in the control group total efficiency was 87.0%.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wo groups of pulse wave
velocity h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reated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modern medicine alone effect
was obvious. Tongxinluo capsule has the function to improve the hardening of the arteries,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was safe and effective, applied to the community,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Tongxinluo capsule; TCM;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the community; Secondary prevention; Pulse wave veloc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2
冠心病是社区常见的 5 种慢性病中发病率较高的一种。其

织临床命名标准化联合专题组报告《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诊

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较高，而且患者呈年轻化趋势，严重威胁着

断标准》
）[1]：所有病例均符合缺血性心脏病诊断的命名及标准

社区人群的健康。冠心病二级预防的主要措施：一是寻找和控

——国际心脏病学会和协会/世界卫生组织临床命名标准化专

制危险因素；二是可靠持续的药物治疗。笔者通过对我院

题组的联合报告，冠心病的诊断标准。

2010～2012 年住院收治的本社区冠心病患者在西医药治疗的
同时加用通心络胶囊治疗，并设立对照组， 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1.2 病例选择
88 例均系我院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2 月住院收治的本
社区冠心病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其中治疗组 42

资料与方法

例，男 21 例，女 21 例；对照组 46 例，男 20 例，女 26 例。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构成比，病程及脉搏波波速（PWV）方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国际心脏病学会和协会及世界卫生组

面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一般情况的比较
脉搏波波速（m/s）

组别

患者（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年）

病程（年）

治疗组

42

21/21

67.0±8.9

6.3±2.7

18.52±3.64

13.93±1.81

对照组

46

20/26

65.3±8.1

7.2±2.9

18.66±1.79

18.93±2.80

t＝0.85

t＝1.3

统计值

2

x ＝3.74

右

t＝0.23

左

t＝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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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 方法

缓解，活动受限改善，心电图和 PWV 改善；③无效：自觉症状

基础治疗：休息，低盐低脂饮食，畅情志，控制血压等。

无缓解，活动受限无改善，心电图和 PWV 无改善，甚至恶化。

对照组治疗：给予辛伐他汀，20mgqn，早餐后服用肠溶阿

1.5 统计学方法

司匹林 75mg/d、单硝酸异山梨酯 20mgqd/bid。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WV 以均

治疗组治疗：在前者基础上加用通心络胶囊（主要成分为
人参、水蛭、全蝎、蜈蚣、土鳖虫、蝉蜕、赤芍、冰片等，每

数±标准差（ x ± s ）表示，治疗前后比较应用配对 t 检验，组

粒 0.38g，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每次 4 粒，每

间比较应用成组设计的 t 检验。

日 3 次口服，两组用药疗程均为 3 周。治疗前后均记录临床症

2

结

果

状，体征，心电图，PWV 值，不良反应等。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1.4 疗效判定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其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①显效：自觉症状 基本/完全消失，活动不受限，心电图明

表 2。

显改善/恢复正常，PWV 明显改善/恢复正常；②有效：自觉症状
表 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42

26（61.9）

13（31.0）

对照组

46

11（23.9）

29（63.0）

2.2 PWV 的变化

不良反应

总有效率（%）

3（7.1）

2（4.8）

92.9

6（13.0）

3（6.5）

87.0

（P<0.05），组间相比较治疗后治疗组均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

PWV 改 善 ， 组 内 相 比 较 治疗 后 较 治 疗 前 有 明 显 差 异

（P<0.05）
，见表 3。

表 3 PWV 变化的比较
PWV 右（m/s）

PWV 左（m/s）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42

18.52±3.64

13.78±1.80

对照组

46

18.66±1.79

15.25±1.75

治疗前

治疗后

△

13.93±1.81

△﹟

△

18.93±2.80

15.25±1.69

△

P<0.05。

2.3 不良反应

制剂，主要由水蛭、全蝎、土鳖虫、蜈蚣、蝉蜕、人参、赤芍、

应用中治疗组 2 例，对照组 3 例出现胃脘不适，但均无出
血，穿孔等，均能坚持到治疗结束。
讨

治疗后

18.65±3.68

△﹟

注：各组内与治疗前相比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

3

治疗前
△﹟

冰片等组成。其中人参为君药，能补益心气，使气旺以行血，
水蛭、全蝎、土鳖虫、蜈蚣、蝉蜕，等皆虫类之品，性善走窜，
能活血化瘀、解痉通络、熄风止痉 ，赤芍凉血散血行瘀，且能

论

佐制虫类辛燥力峻之弊，冰片 芳香通窍，引诸药入心经。本方

动脉硬化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动脉硬化程度评

力宏而专，攻补兼施。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通心络胶囊具有多途

估在心血管疾病防治方面的作用日益引起重视。而社区医院作

径、多靶点、多层次的神经保护作用，近来研究也证实，该药

为基层医院，医疗技术设备和技术水平有限，很难开展诸如血

具有抑制血小板活化和血液高凝作用[5]，抑制血小板功能，减少

管造影，血管内超声等检测手段，且费用高，有创伤，风险大。

血栓发生[6]具有纠正内皮紊乱，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的作用[7-8]，

PWV 测定是多数基层社区医院都在开展的一项简便，无创，价

罗懿明等研究显示：通心络胶囊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疗效显

廉的动脉硬化检测手段。PWV 是判断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密切关

著，可能与降低血浆 C 反应蛋白水平，从而增强冠脉粥样硬化

系的动脉硬化程度的指标，PWV 可作为将来患粥样动脉硬化或

斑块的稳定性有关[9]。

[2]

Asmar 等对 1470 名原

本研究显示，社区冠心病患者应用辛伐他汀，肠溶阿司匹

发性高血压患者的横断面研究也表 明，PWV 的升高与心血管

林，单硝酸异山梨酯等具有显著改善冠心病的症候和 PWV 的

疾病（CVD）的存在具有显著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独立于抗高

作用，加用通心络胶囊则能明显提高疗效，尤其对 PWV 有显

血压治疗而存在。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
PWV 是心血管事件 死

著改善作用，提示通心络胶囊有改善动脉硬化作用，较单独应

亡的独立预测因子。研究结果显示：双支及多支血管病变病人

用西医药效果明显。仅有少数出现胃肠不适，但均能耐受。由

的 PWV 明显高于单支病变及非冠心病者 [3]。

此可见，通心络胶囊应用于社区冠心病二级预防安全有效，值

冠脉动脉硬化疾病风险因子的评估指标

中医将冠心病归属为“胸痹”、“真心病”、“厥心痛”等病
证范畴。目前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主要为气血阴阳亏虚，气虚
；
“治本在补，治标在通”
。
血瘀[4]。其治疗“不离乎心，不止于心”
通心络胶囊是近年据中医络病理论研制而成的中药复方

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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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通脑活络汤治疗缺血性中风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with the Tongnao Huoluo decoction
李莲英
（广东省阳江市中医医院，广东 阳江，529500）
中图分类号：R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29-02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通脑活络汤治疗缺血性中风（以下简称为中风）的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00 例中风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抗小板药肠溶阿司匹林口服，并根据患者血压血糖情况给予对症处理，观察组在对照组治
疗基础上给予自拟通脑活络汤。观察其治疗前后 TCD、彩超检查、血液流变学检查及疗效评分情况。结果：对照组的总有效率是
76.0%，显著低于观察组的 9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 TCD、彩超检查、血液流变学检查及临床疗效评分等相
关指标均比治疗前显著降低，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自拟通脑活络汤治疗中风疗效显著，可以降低病残率和病死率，
改善患者偏瘫肢体的功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自拟通脑活络汤；中风；缺血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ongnao Huoluo decoction o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10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50 cases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nti-platelet
medicines aspirin orally, and given symptomatic treatment according to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suga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he Tongnao Huoluo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CD, ultrasound examination,
blood examination and efficacy score situation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6.0%,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94.0%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CD, ultrasound examination, blood
examination and clinical efficacy ratings and other related indicato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an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Tongnao Huoluo decoc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stroke, could reduc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nd improve physic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Tongnao Huoluo decoction; Stroke; Ischemic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3
缺血性中风主要是由于脑血栓所致脑梗死或者动脉堵塞

根据卫生部于 1986 年颁发的该病诊断标准[1]，共纳入 100

最终引发病患产生偏瘫亦或是意识障碍。近年来，治疗该病时，

例病患，于其发病 6 个月内，均经 MRI 亦或是 CT 证实。以数

通常采用西医方案，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鉴于此，我们通过

字法将其随机分成两组，即观察组以及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50

对 50 例该病患者，给予本人自拟的中药通脑活络汤实施治疗，

例，男 35 例，女 15 例。年龄 46～86 岁，平均年龄（64.2±2.3）

收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岁。中风恢复期者 14 例，急性期者 36 例；单侧型肢体瘫痪 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例；四肢瘫痪 2 例；此外偏瘫和失语 36 例；意识障碍程度各
异者 13 例。对照组 50 例，男 36 例，女 14 例，年龄 45～80
岁，平均年龄（62.5±1.5）岁。中风恢复期者 14 例，急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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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者 36 例；单侧型肢体瘫痪 3 例；此外偏瘫和失语 36 例；意识

1.4 疗效评价

障碍程度各异者 15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等一般情况方

以文献[2]中标准实施计分。依照病患语言表达和意识状态，

面比较差异无显著（P>0.05）
，具有可比性。

以及运动功能划分成如下情况。基本痊愈，即积分>24 分。显

1.2 治疗方法

效，即积分增加>10 分。有效，即积分增加>4 分。无效，即积

以常规西药对两组病患实施治疗，给予抗小板药肠溶阿司匹

分增加<4 分。恶化，病情加重，或者积分降低或者死亡。

林口服，对照组根据患者血压血糖情况给予对症处理，对照组采

1.5 统计学方法

用以上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自拟通脑活络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汤：地龙 30g，天麻 10g，赤芍 15g，全蝎 10g，水蛭 10g，葛
根 30g，牛膝 15g，三七 5g，炙甘草 5g，法夏 15g，水煎服，1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剂/d，分 3 次温服，7d 为 1 个疗程。两组患者连续治疗 2 个疗

2

结

果

程。
2.1 两组疗效对比

1.3 观察项目

观 察 组 的 总 有 效 率 是 94.0% ，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的

治疗前后行彩超和 TCD，以及血液流变学检查。参考文献[1]

76.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下表 1。

中有关中风评分法和血液流变学情况实施疗效评分。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n）

痊愈情况

显效情况

有效情况

无效情况

总有效

观察组

50

15（30.0）

18（36.0）

14（28.0）

3（6.0）

47（94.0）

对照组

50

10（20.0）

12（24.0）

16（32.0）

12（24.0）

38（76.0）

2.2 两组病患治疗前后的血液流变学检查结果水平对比
标水（均 P<0.05）
。对照组在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水平对比。

观察组在治疗之后的全血比粘度和红细胞压积，以及纤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下表 2。

蛋白原等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之前以及对照组治疗之后各指
表 2 两组病患治疗前后的血液流变学检查结果水平对比（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

例数（n）

全血比粘度

治疗之前

50

6.65±1.46

治疗之后

50

5.65±1.49**

0.43±0.05**

△△

纤维蛋白原（g/L）
4.25±1.90
3.67±1.02*

△△

治疗之前

50

6.59±1.50

0.48±0.03

4.45±1.56

治疗之后

50

6.61±1.50

0.48±0.03

4.97±1.33

△

讨

0.48±0.03
△

注：与治疗之前相比：*P<0.05；**P<0.01。与对照组治疗之后相比： P<0.05，

3

红细胞压积

论

中风作为一种发病率及致残率均较高的病症，主要由于患
者脑部血液发生循环障碍，在缺氧缺血影响下引发局部脑组织
缺血坏死，以及使血液成分以及动力学情况发生严重变化。有
研究表明，活血化瘀类药物可促使缺血性脑卒中病患侧枝循
环，缓解缺血区域和梗死区等部位脑血流量[3]。同时，据资料
证实，脑卒中疾病发生和发展和缺乏某类微量元素有紧密联
系。以活血化瘀药进行治疗后，病患血清锌水平显著增加，而
铜锌比趋于下降。丹参和水蛭等药物中富含 Cu，Zn，Mg 和
Cd 等微量元素[4]。中风病理和血管闭塞引发供血区缺血，产生
瘀血内阻相关。其中含程度各异瘀血和郁热，以及内风等证。
通过该原理进行分析，我们将“风痰血瘀”作为中风主要证型，
而病理基础即为瘀血和风痰。我们采用自拟通脑活络汤以治标
为主，使邪去正安。方中：天麻、地龙、葛根通窍醒脑，祛风
通络，为君药，水蛭、赤芍、法夏、三七破血化瘀逐痰，为臣
药，全蝎、牛膝搜风通络，为佐药，炙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

△△

P<0.01（t 检验）。

可明显改善病患红细胞压积和全血比粘度。此外还可显著减少
红细胞的电泳时间。对凝血酶原及凝血酶时间产生延长。本观
察组于全部疗程中无面红和头痛等症状产生。且该药能够缓解
病患中风之后生存质量，使其神经功能的缺损情况得以恢复提
高。减少病残率以及病死率，最终增加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通脑活络汤服用方便，疗效显著，且没有毒副
作用，对治疗中风有积极疗效。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参考文献：
[1]王松龄,刘炳林,申宝娜.中西医结合防治急性脑血管病[J].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1993:491-497
[2]陈可翼,林求诚,周文泉,等.脑血管病治疗[J].中西医结合杂志,1990, 21(1):
57-58
[3]郑绍周,王新志.中风急症[J].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4:347,356-364
[4]文传智.“姜蛭颗粒剂”治疗风痰血瘀型急性脑卒中临床观察[J].中国中西
医结合急救杂志,1999,6(9):395-397

全方具有化瘀逐痰祛风通络之疗效。
以上结果表明，本人自拟的通脑活络汤在治疗中风时，不
仅于疗效评定上明显优于对照组，同时表明该药可于较早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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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择期治疗周围性面瘫 68 例临床观察与探讨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discussion on treating 68 cases of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by acupuncture
周国勋
（广西省合山市中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745.1+2

文献标识码：A

合山，5465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31-02

【摘 要】 目的：探讨周围性面瘫患者采取针灸择期治疗的临床效果及研究现状。方法：将我院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
接待的 136 例周围性面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对照组给予西药及激素治疗，研究组则采用针灸择期
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进行总结及对比分析，并对研究现状及评价进行探讨。结果：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5.59%（65/68）
，
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5.29%（58/68）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差异性显著（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周围性面瘫
患者而言，采用针灸择期治疗效果比较明显，并且属于一种可靠与安全的治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关键词】 针剂；择期；周围性面瘫；治疗；研究现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research status of acupuncture on treating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Methods: 136 cases of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modern medicine and hormone therapy, the study group
given acupuncture treatment. Efficacy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tudy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5.59% (65/68), was 85.29% in the control group (58/68),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is more obvious on treating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and belongs to a kind of reliable
and safe treatment method,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Injection; Elective;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Treatment; Research statu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4
周围性面瘫属于临床常见的一种多发病，其主要的治疗方

1.2.1.1 基本取穴：阳白、赞竹、丝竹空向鱼腰透刺，四白透向

式为针灸治疗[1]。祖国医学在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上的研究比

巨髎，下关直刺，地仓颊车互透，合谷。

较广泛，相关文献也较多，其治疗的结果也比较明显。为了探

1.2.1.2 针对发病的不同时期给予不同的治疗：①急性期：采用

究针灸择期治疗该病的效果，我院针推科针对 2011 年 1 月～

刺络放血，取穴：商阳，关冲，耳尖，太阳，印堂，每穴出血

2013 年 1 月接待的 136 例周围性面瘫患者进行了研究，同时对

数滴。然后基本取穴所选穴位利用针灸针进行浅刺，不予通电

相关文献研究进行了探讨，现将相关结果报告如下。

治疗；可根据辨证，配合葛根汤加牵正散，或大秦艽汤，小续

1

命饮发汗，解表散邪。②静止期：对基本取穴的穴位进行针灸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针推科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接待的 136 例周围
性面瘫患者，全部符合相关诊断标准[2]：起病多急，一侧面部
表情肌瘫痪，不能皱额、蹙眉、闭目，鼻唇沟变浅，口角歪向

之后，在透刺之后给予温灸或红外线照射或中药薰洗。对患侧
合谷及翳风穴进行针刺，其中留针的时间应根据患者情况来确
定，一般为 25～30min，每天给予 1 次；中药治疗重点在疏风
通络，扶正祛邪。如小续命饮加牵正散。③恢复期：针灸取穴，

健侧，不能鼓腮、吹哨，食滞患侧齿颊间，贝尔征阳性，角膜

应加百会，足三里，三阴交等有益气扶正的穴位。透刺联合闪

反射、瞬目反射减弱或消失。其中男患 71 例，女患 65 例；年

罐治疗，而不予通电治疗。中药汤剂可配合玉屏风散，或加减

龄 41～71 岁，平均为（50.9±7.8）岁。随机将 136 患者均分

圣愈汤加牵正散，以扶益正气，驱除残留邪气。

为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上并无

1.2.2 对照组

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研究组
根据患者的病程分期给予相应的针灸择期治疗，具体操作
如下。

给予西药及激素治疗。
1.3 疗效评定标准
本次研究采用的疗效评定标[3]为：①无效：患者主要的临
床症状及体征并无任何变化或者出现恶化现象。②好转：患者
主要的临床症状及体征相较于治疗前有所改善，但额纹仍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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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相关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处理，行 t 检

对称，进行说笑或者面部表情运动会出现口眼歪斜的现象。
③显效：患者主要的临床症状及体征相较于治疗前有明显改
善，面部若在无表情活动时正常，若极度龇牙及鼓腮时有轻微
口歪。④痊愈：患者主要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表情活

验，以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效率以痊愈率＋显效率＋好转率计。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5.59%（65/68），对照组治疗
总有效率为 85.29%（58/68），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差异性

1.4 统计学分析

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分析详见表 1。

动并无障碍，也不会出现口眼歪斜的现象。本次研究治疗总有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n（%）]

3

组别

例数

无效

好转

显效

治愈

总有效

研究组

68

3（4.41）

7（10.29）

38（55.88）

20（29.41）

65（95.59）

对照组

68

10（14.71）

12（17.65）

31（45.59）

15（22.06）

58（85.29）

讨

P
<0.05

期，8～20d 应归为静止期，而 21d 之后则为恢复期。

论

3.1 针灸择期治疗周围型面瘫的临床研究现状
面瘫常表现为正气虚衰，风邪袭络，故而行针灸治疗时应
注重扶正通络祛邪[4]。选用阳白、赞竹、丝竹空，鱼腰，四白，
巨髎，下关，地仓，颊车，合谷做为基本取穴进行针刺治疗，
起到使患者面部经气疏散，达到疏经活络的效果，同时也可以
祛风散邪与通经活络，去风寒及行气血的作用，而合谷穴性轻
升，也可以善清表邪及头面之邪。
针对急性期患者，当以祛邪为主。祛邪当取近道而逐之，
常用的穴位，患侧商阳，太阳，耳尖，关冲刺血。同时，配合
中药的扶正祛邪，温经散寒，以达到发散经络中的风寒之邪。
重点在于祛邪不伤正气。
在静止期针灸诊治面瘫时，重点在疏风通络，扶正祛邪。
根据经络所过，主治所及，着重运用阳明，少阳经穴为主，局
部取穴，循经取穴，多浅刺，多沿皮透刺。为减少治疗的刺激
作用，避免面肌痉挛，不宜电针或闪罐，多以温灸或红外线照

3.2.2 针刺时机
西医认为急性期不宜针刺，会加重面神经水肿。然而中医
则以为针刺疗法的介入越早越好，可消肿利水，但早期不宜针
刺翳风与听宫穴[7]，但可以用灸法。面瘫治疗中运用灸法，可
以温散寒邪，疏通经络，对于临床各期中属于寒证的，可以选
用。若耳后耳周疼红，则不灸。周围性面瘫不同分期采取不同
的治疗方法，那么在何时下针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也成为了
研究的课题之一，但依然没有定论。当然，针刺时机依然存在
争论，具体何种时机行针刺治疗效果最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探索。
本次研究，针对 136 例周围性面瘫患者随机均分为两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西药及激素治疗，研究组则给予针灸择期治
疗，效果显示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性显著（P<0.05）
，
具有统计学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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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比如说急性期的患者络脉空虚，外邪始中络脉，邪在
卫表，病轻邪浅。因此，对于不同分期患者则应采取不同的治
疗方法，那么临床上如何分期这也成为了探讨的一个课题。虽
然至今为止并没有定论，但普遍认为发病后 1～7d 应归为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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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ost stroke shoulder hand syndrome by
electro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刘 强
（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45.9+7

文献标识码：A

开封，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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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电针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8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均配合
康复治疗，治疗组采用电针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对照组予以电针治疗。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进行比较。结果：两组疗效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电针配合穴位注射治疗本病有明显治疗效果。
【关键词】 卒中后肩-手综合证；电针；穴位注射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post stroke shoulder hand syndrome by electro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Methods: 78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ere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by electro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electro
acupuncture.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reating post stroke shoulder hand syndrome by electro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has obvious effect.
【Keywords】 Post stroke shoulder hand syndrome; Electro acupuncture; Acupoint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5
①符合诊断标准；②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③病

卒中后肩-手综合征又称反射性交感神经营养不良，是卒中
后常见的并发症，常在卒中后 1～3 个月内发生。此病致残率

程大于 15d；④年龄<75 岁。

高，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笔者采用电针配合穴位

1.4 排除标准
凡非卒中后肩-手综合征导致的活动障碍均予以排除。

注射治疗，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8 年 6 月～2012 年 12 月间于我院神经内科住院及
门诊的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 7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2.1.1 电针治疗
取穴：患侧肩髃、肩髎、肩贞、臂臑、天宗、秉风、曲池、

照组。治疗组 42 例，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20 例；年龄 38～

外关、合谷。操作：患者取仰卧位，局部皮肤常规消毒，选用

73 岁，平均 60.7 岁；病程最短 30d，最长 52d；脑梗死 25 例，

0.30mm×40mm 华佗牌不锈钢针。上述穴位针刺得气后，用上

脑出血 17 例。对照组 36 例，男性 19 例，女性 17 例；年龄 40～

海华谊医用仪器厂生产的 G6805 电针仪，选取肩贞、外关，肩

74 岁，平均 61.3 岁；病程最短 27d，最长 50d；脑梗死 20 例，

髃、曲池两组穴位，接输出导线，采用连续波，电流量以患者

脑出血 16 例。两组在年龄、性别、卒中性质、肩-手综合征病

耐受为度，留针 30min，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隔 3d 后继

情程度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续治疗。

1.2 诊断标准

2.1.2 穴位注射治疗

参照 1995 年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

用复方当归注射液（成分含当归，川芎、红花，江西桔都

订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1]，全部病例经头颅 CT 或

药业公司生产）于肩髃、肩髎、肩贞、臂臑、天宗、秉风、曲

MRI 确诊；肩-手综合征及其分期参考谬鸿石主编的《脑卒中

池、外关穴，每次选取 3 个穴位，用 5 号注射针头直刺，取得

的康复评定与治疗》标准[2]。全部患者均为单侧瘫痪，上肢肌

针感并回抽无血后每穴注射 0.5ml，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

力 0～3 级，下肢肌力 0～4 级，瘫痪侧上肢肩痛，转侧不能，

间隔 3d 后继续治疗。共治疗 2 个疗程。

上抬不能触及头顶，远端手肿，按之凹陷不起，皮肤色暗皮温

2.2 对照组

低。
1.3 纳入标准

予以电针治疗，方法同上。
2.3 疗程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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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观察治疗效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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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痛”
。
《灵枢·热病》载：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
。中风病
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指阴阳气血亏虚，标实指瘀血痰湿停滞
于经脉。因而，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的病机是在机体脏腑阴阳气

疗效观察

血亏虚的基础上，出现血瘀痰湿水停。针刺取手阳明经为主，

3.1 疗效标准

因阴阳经为多气多血之经，肩髃、肩髎、肩贞为“肩三针”
，

显效为患侧肩区疼痛水肿消失，无关节活动受限；有效为

是治疗肩部疼痛的有效穴位，配臂臑、秉风、天宗、曲池、外

患侧肩区疼痛减轻，水肿基本消失，关节活动轻度受限；无效

关、合谷、诸穴合用，可起到疏经通络，活血祛瘀止痛之功效。

为患侧肩区疼痛水肿无减轻，关节活动明显受限。

复方当归注射液成分为当归、川芎、红花，具补血活血祛瘀之

3.2 统计学方法

功效。通过穴位注射，达到针刺和药效的双重作用，电针配合

采用 SPSS11.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穴位注射，提高了针刺的强度，缩短了治疗时间。进一步提高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方差分析，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

了治疗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疗效。从两组的治疗结果观察，治疗

验。

组及对照组均有效，但两组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

3.3 治疗结果

差异，提示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值得推广应用。

见表 1。

参考文献：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1]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

组别

n

显效

治疗组

42

31（73.8）

9（21.42） 2（4.76）

对照组

36

14（38.88）

15（41.66） 7（19.44） 29（80.55）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

40（95.23）

△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 P<0.05，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4

讨

杂志,1996,29(6):379
[2]谬鸿石,朱墉连.脑卒中的康复评定和治疗[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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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商刺血联合清热利湿活血汤治疗带状疱疹 60 例
Treating 60 cases of shingles by the Bloodletting Shaoshang therapy
combined with Qingre Lishi Huoxue decoction
陈士友
（江苏省金湖县前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 金湖，211600）
中图分类号：R7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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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少商穴刺血疗法联合清热利湿活血汤治疗带状疱疹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少商穴刺血疗法；清热利湿活血汤；带状疱疹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loodletting Shaoshang therapy combined with Qingre Lishi Huoxue decoction on treating
shingles.
【Keywords】 Bloodletting Shaoshang therapy; Qingre Lishi Huoxue decoction; Shingl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6
带状疱疹是因肝脾内蕴湿热，兼感邪毒所导致皮肤出现成
簇水疮，且沿身体一侧呈带状分布，疼痛剧烈的急性疱疹性皮
肤病。
我科于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2 月，采取少商穴刺血疗
法联合清热利湿活血汤治疗带状疱疹 60 例，取得满意疗效，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共 120 例，均为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2 月中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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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及住院患者，依照受试者进入研究的先后顺序，采用随机

蔬菜水果；③忌用热水烫洗患处，内衣宜柔软宽松，以减少磨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治疗组男 34

擦；④皮损局部保持干燥、清洁，忌用刺激性强的软膏涂擦，

例，女 26 例，年龄 16～79 岁，平均（63.48±6.78）岁，疱疹

以防皮损扩大和感染。

发于胸背部者 21 例，发于腰腹部者 19 例，发于眼部者 8 例，
发于耳后及头颈部者 12 例，伴见发热者 13 例；对照组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 18～77 岁，平均（62.15±4.82）岁，疱疹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制定：

发于胸背部者 24 例，发于腰腹部者 21 例，发于眼部者 6 例，
发于耳后及头颈部者 9 例，伴见发热者 11 例。病程 1～20d，

治愈：皮疹消退，临床体征消失，无疼痛后遗症；好转：皮损

平均 7.58d。两组在性别、病程、病情轻重方面比较，差异无

消退 30%，疼痛明显减轻；未愈：皮疹消退不足 30%，仍有疼

显著性（P>0.05）
，具有可比性。

痛或治疗前后无变化。
3.2 两组综合疗效比较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的内容确定诊断标准：

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治愈例数分别为：56 例，40 例；有

①皮损多为绿豆大小的水疱，簇集成群，疱壁较紧张，基底色

效例数分别为：4 例和 12 例；无效例数分别为：0 例和 8 例；

红，常呈单侧分布，排列成带状。严重者，皮损可表现为出血

总有效率分别为：100%和 86.7%。两组痊愈率采用 x2 检验，

性，或可见坏疽性损害，皮损发于头面部者病情往往较重。

差异无显著性（P>0.05）
；总有效率采用 Ridit 检验，差异亦无

②皮疹出现前，常先有皮肤刺痛或灼热感，可伴有周身轻度不

显著性（P>0.05）
。可以看出，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适，发热。③自觉疼痛明显，可有难以忍受的剧痛或皮疹消退

4

[1]

讨

论

后遗疼痛。
1.3 纳入标准
①临床诊断为带状疱疹。②性别不限。③年龄 16～79 岁。
④发病后两周内未经过任何治疗者。⑤自愿加入本试验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者。
1.4 排除标准
①有严重的凝血机能障碍及出血倾向患者。②对针刺过度
敏感者。③对本病已经有过治疗的患者。④未按规定治疗，无
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判断者。

少商刺血治疗带状疱疹为本地区民间流传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方法。笔者认为：带状疱疹为肝脾内蕴湿热，兼感邪毒，
发于肌肤而成，肺主皮毛，故取肺经之井穴少商刺血，以泻火
解毒，祛瘀通络止痛。首先，少商刺血具有良好的泻火解毒作
用，有人对刺血前后血象比较研究[2]发现刺血能使升高的白细
胞降低，减少的白细胞回升，而起一个双向调节作用。其次，
少商刺血可以疏通经络，祛瘀止痛。少商穴局部解剖布有前臂
外侧皮神经和桡神经浅支混合支，及正中神经的掌侧固有神经
的末梢神经网，由于布有丰富的神经末梢网，故点刺该穴能提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高人体皮肤痛阈，增加疼痛的耐受力，降低痛觉敏感性，从而
起到镇痛之目的。另外，少商刺血还可以调动人体免疫机能，

在双手大拇指桡侧指甲旁开 0.1 寸之少商穴，取络合碘消

激发体内的防御机制，有人研究发现刺血疗法能使人体内多数

毒皮肤，用小号三棱针（苏州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点刺放

免疫指标获得明显提高[3]。清热利湿活血汤为笔者自拟方，该

血，通过挤压使每穴出血量达到 6～8 滴，1 次/d，同时服用清

方中银花、连翘既能清热解毒，又能透邪达表，适用于皮肤热

热利湿活血汤，药物组成：银花 20g，连翘 20g，玄参 30g，蒲

毒疮疡为疮家圣药；蒲公英、野菊花清热解毒，疗诸疔；栀子

公英 15g，野菊花 10g，生山栀 10g（杵）
，苡仁 30～60g，车

清利肝胆经湿热；玄参清热凉血，有人重用玄参治疗带状疱疹

前子 10g（包）
，泽泻 10g，玄胡 15g，红藤 15g，生甘草 6g。

而获良效[4]；苡仁、泽泻、车前子淡渗利湿，使湿从小便去；

伴发热者加生石膏 30g。煎服方法：1 剂/d，煎 2 次，两次药汁

延胡对各种痛症均有止痛效果；红藤活血止痛，善治各种热毒

兑匀，分早、中、晚三次温热服，另外，药渣煎水熏洗皮损处，

疮疡，朱氏用红藤治疗带状疱疹疼痛，获效满意[5]。

1 次/d。
2.2 对照组

本试验疗效确切，方法简单，操作方便，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口服阿昔洛伟片 0.2/次，3 次/d（批号 120504，南京瑞尔
制药有限公司）
；维生素 B110mg/次，3 次/d（批号 20121282，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华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醋酸泼尼松片 10mg/次，3 次/d（批

1994:144

号 1211169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疼痛明显者口服双

[2]郑怀岳.针刺放血前后血象变化比较[J].新中医,1986(10):32

氯芬酸钠 0.2/次，2 次/d（批号 1209215，南京易亨制药有限公

[3]苏敬泽,等.刺血对人体免疫指标的影响[J].中华医学杂志,1985(9):526

司）
。合并感染者，口服或静脉使用抗生素，两组治疗均为 7d

[4]藏海洋.重用玄参治疗带状疱疹[J].中医杂志,2010,1(5):441

为 1 个疗程，最长治疗 3 个疗程。

[5]朱树宽.红藤为治疗带状疱疹之良药[J].中医杂志,2007,48(7):624

2.3 两组同时进行健康教育
①嘱患者保持心情舒畅，以免肝郁气滞化火加重病情；
②生病期间忌食肥甘厚味和鱼腥海味之物，饮食宜清淡，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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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外感发热观察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exogenous fever with the Chaihu point injection
李 丽
（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江苏
中图分类号：R441.3

南通，226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36-01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柴胡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外感发热的退热速度。方法：治疗组予以柴胡注射液穴位注射足三里，对照
组采用柴胡注射液肌肉注射。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结论：柴胡注射液结合足三里穴位注射二者合用，具有显著的
降温效果。
【关键词】 柴胡注射液；穴位注射；退热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tifebrile speed of the Chaihu point injection on treating exogenous fever. Method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Chaihu injection at Zusanli acupoint and control group accepted the Chaihu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higher. Conclusion: Chaihu injection at Zusanli acupoint has a significant cooling effect.
【Keywords】 Chaihu injection; Point injection; Antifebri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7
结果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94.6%，对照组为 70.9%，两组比

外感发热是指外感因素导致的病理性体温升高。外感发热
在呼吸疾病的发病率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为常见症状，影响工
作和生活，严重者可出现神昏谵语，抽搐惊厥，甚至危及生命。

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临床上多予解热镇痛药物肌注或中药制剂静滴，为发扬中医药
特色，我科近年来开展柴胡注射液治疗外感初期发热的退热临
床疗效研究，现报告如下。
1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37

痊愈

有效

14（37.8） 21（56.8）

对照组
31 10（32.2） 12（38.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资料与方法

3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0 年 2 月～2013 年 1 月 3 年来我院住院患者中外感

讨

无效

总有效率

2（5.4）

94.6

9（29.1）

70.9

论

外感高热多以邪实为主，是正邪剧烈相争的表现。急则治

68 例，符合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有感受外邪病史。起病

其标，治疗应急祛邪气为主，可防止过高热产生。柴胡注射液

急、病程短，在 1 周以内，伴有畏寒、发热症状，体温超过 38.5℃，

为柴胡经水蒸汽蒸馏形成的灭菌水溶液，具备原生药柴胡解

理化检查：白细胞总数降低或升高，中性粒细胞增高，出现核左

热、镇痛作用，是目前临床治疗高热的常用急诊退热药，药性

移。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7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7 例；年龄

平和，退热作用稳定，不损伤正气，退热不伤脾胃，具有价格

22～79 岁，平均（43.8±3.4）岁；对照组 31 例，男性 18 例，女

低廉，起效快，降温效果好的作用。穴位注射是在针刺腧穴治

性 13 例；年龄 18～77 岁，平均（45.6±2.6）岁，两组一般资料

疗疾病的基础上结合药物的药理作用，使针刺与药物对穴位的

具有可比性（P>0.05）
。排除标准：急性传染病、肺部感染引起的

双重刺激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其综合效能，以提高疗效。

高热以及为用药安全，排除 80 岁高龄以上患者。

足三里。足，指穴所在部位为足部，别于手三里穴之名也。三

1.2 治疗方法

里，指穴内物质作用的范围也。足三里名意指胃经气血物质在

对照组选用柴胡注射液（江西银涛药业有限公司生产）4ml

此形成较大的范围常本穴物质为犊鼻穴传来的地部经水，至本

臀部肌肉注射。治疗组柴胡注射液 4ml 注射予一侧足三里穴。

穴后，散于本穴的开阔之地，经水大量气化上行于天，形成一

1.3 统计学分析
2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x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2

疗效观察

2.1 体温下降的程度
测量首诊体温、注射后 30min、1h 体温。
2.2 判断标准
30min 体温下降>1℃为显效，1h 体温下降>1℃为有效，1h
后体温下降<1℃为无效。
2.3 治疗结果

个较大气血场范围，如三里方圆之地，故名足三里。足三里为
足阳明经合穴，阳明多气多血，病在气分者，可调气以退热，
病在血分者，可清血以退热，柴胡注射液足三里穴注射不仅通
过柴胡的药理作用达到药物降温的疗效，并且通过针刺足三里
穴达到针刺降温的疗效，二者合用，具有显著的降温效果。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5
[2]任琳莉.柴胡穴位注射治疗上呼吸道感染高热降温效果观察[J].临床护理
杂志,2007,2(1):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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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温针灸治疗老年膝骨关节病 43 例临床疗效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43 cases of
senile knee osteoarthropathy by warm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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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37-01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温针灸治疗老年膝骨关节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6 例老年膝骨关节病随机分成治疗组与对照
组各 43 例，其中治疗组采用温针灸治疗，对照组采用针刺法进行治疗。结果：温针灸治疗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
温针灸在治疗老年性膝骨关节病中具有显著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温针灸；膝关节；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senile knee osteoarthropathy by warm acupuncture. Methods: 86
cases of senile knee osteoarthropathy each 43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ith
warm acupuncture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treated by acupuncture method. Result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warm acupunctur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Warm acupuncture has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on
treating senile knee osteoarthropathy,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Warm acupuncture; Knee joint;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下。
表 1 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分组

人数

痊愈

有效

显效

无效

有效率

年膝骨关节病随机分成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43 例，其中治疗组

对照组

43

8

15

14

6

86.05

采用温针灸治疗，男为 21 例，女为 22 例，年龄为 48～72 岁，

治疗组

43

14

16

12

1

97.67

资料选取来本院就诊的 86 例老年膝关节患者，将 86 例老

P值

平均为（60±5.5）岁，患病时间 6 个月～4 年；对照组采用针
刺法进行治疗，男 20 例，女 23 例，年龄在 50～76 岁，患病
时间 9 个月～5 年。经临床统计学分析，在性别、年龄以及患
病时间上无显著差异。
1.2 治疗方法
本文中对照组 43 例患者进行针刺治疗，以及取穴，部位是
鹤顶、足三里、血海、梁丘、阴阳陵泉犊鼻，给予留针 1 次/2d，
30min/次左右；治疗组 43 例患者采用温针灸治疗，针刺方式以
及取穴同上，另外在针柄处加入直径为 10mm，长度为 15mm 的
艾柱，艾柱燃烧完之后，再次给予留针 10～20min。
1.3 疗效判定
痊愈：临床膝关节病痛消失，关节恢复运动功能，痊愈之
后无复发；有效：临床膝关节病痛有明显好转，关节功能基本
恢复；显效：临床患者疼痛略微减轻，部分关节功能恢复，但
是有复发的可能；无效：无变化或者加重。
2

结

果

3

讨

<0.05

论

本文中老年膝骨关节患者的临床治疗研究，经两组的对比
可以明显地看出，使用温针灸治疗方法的患者病情得到缓解的
有效率明显高于使用针刺治疗的方法，因此这种方法能够使患
者的病情得到很大的缓解，充分的体现了寒者热之的治疗方
法，温针灸治疗方法能够除寒除湿、活络经脉止痛，最重要的
是温针灸治疗方法能够起到针刺治疗以及艾灸的效果，所以结
合本次研究以及现代医学的研究可以确认温针灸在治疗老年
膝骨关节问题上的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吴林生,金嫣莉.中药及手法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121 例疗效分析[J].中
医杂志,2009,54(12):742-743
[2]谢莉莉,刘光谱.艾灸的治疗怍用和机理研究进展[J].针灸临床杂志,2010,
16(15):155-156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从表 1 中得出治疗组使用温针灸治疗方
法的有效率明显的高于对照组，两组疗效的 P 值都在 0.05 以

编辑：李妍

编号：E-13080617（修回：2013-11-07）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21

-38-

腹针疗法治疗慢性结肠炎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colitis with
abdominal acupuncture
陈 杰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4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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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腹针疗法治疗慢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 62 例慢性结肠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与腹
针治疗、药物治疗，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以及临床疗效。结果：腹针治疗组与药物治疗组经治疗后评分差值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治疗组在改善患者症状方面优于对照组。腹针治疗组与药物治疗组间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提示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腹针疗法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腹针疗法；腹针理论；慢性结肠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bdominal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hronic colitis clinical efficacy. Methods: 62 cases of
chronic coliti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espectively, with abdominal acupuncture therapy, medicine therapy,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and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Abdominal acupuncture group and the medicine group compared
score difference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In improving symptoms,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fficacy of abdominal acupuncture group and medicine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efficacy of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Abdominal acupunctu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has better clinical efficacy,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Abdominal acupuncture therapy; Abdominal acupuncture theory; Chronic col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19
慢性结肠炎是一种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是由于粘膜病变导

10 次后休息 2d，共治疗 20 次。

致胃肠道消化吸收、分泌、蠕动等功能紊乱引起的，其临床主
要表现为腹痛、腹泻、粘液便，病情有反复发作趋势[1]，且难

1.2.2 对照组

治愈。发病与遗传因素有关，可认为是在肠道菌群的参与下，
外界环境因素引起的肠道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主要累及结肠

共治疗 20d。

黏膜和粘膜下层[2]。笔者采用腹针疗法治疗慢性结肠炎，并与
内服纯西药治疗作比较，两组疗效显著差异，现总结如下。

1.3.1 观察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相关症状的变化

1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5]。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纯西药口服：甲硝唑 0.2g，柳氮磺胺嘧啶 2.0g，3 次/d，
1.3 疗效评定标准
泄泻常见症状分级量化表参照 2002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3.2 疗效标准
参照《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诊断标准》拟订临床疗

所有病例均来源于 2012 年 6 月～2013 年 2 月我院针灸科、
消化内科门诊患者 62 例，均符合 2000 年成都会议对慢性结肠

效标准。治愈：临床症状全部消失，结肠镜检查黏膜充血水肿

炎的诊断标准[3]。把 5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腹针治
疗组（简称治疗组）、药物治疗组（简称对照组）两组。治疗

及溃疡消失；好转：临床症状全部消失或基本消失，结肠镜检
查黏膜充血水肿及溃疡明显好转，患者部分溃疡已消失；无效：

组 31 例，其中男 13 例，女 18 例；年龄 21～64 岁，平均年龄
（45.63±13.75）岁，患者病程 7～16 个月，平均病程（10.78

临床症状及肠镜检查无明显改善。

±2.65）个月；对照组 31 例，其中男 12 例，女 17 例，年龄 25～
64 岁，平均年龄（44.30±12.19）岁，患者病程 7～15 个月，平
均病程（11.26±2.24）个月。
1.2 治疗方法
1.2.1 治疗组
选穴参照《腹针疗法》[4]中脘、下脘、腹泻、关元、气海、
天枢（双侧）；加减：腹胀痛：加大巨（双侧）。便溏、水泻：
加水道（双侧）。针法：针刺深度分为“天、人、地”三部，
所有穴位均刺至“地”部，留针 30min 起针。均每日治疗 1 次，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分析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患者在实施治疗后，临床疗效情况结果如表 1。两组总
体疗效评定，两组总有效率都比较高，分别为 87.10%、70.96%，
提示两种治疗方法对慢性结肠炎都有效；两组间疗效比较差异
（下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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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儿体质特点与多发性抽动症之发病
Discussion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nd TS onset
李向峰 都修波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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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发性抽动症己成为儿科常见的精神及神经运动障碍性疾病。本文探讨了小儿体质特点与多发性抽动症发病之间
的关系，为中医药防治 TS 的研究提供思路和见解。
【关键词】 多发性抽动症；体质特点；中医药
【Abstract】 Tourette syndrome has become a common pediatric mental and nervous movement disorder diseas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nd TS onset. To provide ideas and insight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S with TCM.
【Keywords】 TS;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0
多发性抽动症（Tourette Syndrome，TS）
，过去称为“抽动～

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儿体质状况是其发病的基础，

秽语综合征”
，现称为“发声与多种运动联合抽动障碍”
，目前己

也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了解小儿的体质状况，对疾病的预

成为儿科常见的精神及神经运动障碍性疾病。其主要表现为慢性、

防、治疗及预后调摄都有很大帮助。

波动性、多发性运动肌突然快速、重复的抽动，并伴有不自主发

古代医家对小儿体质特点已有深刻的认识。《颅囟经》中

声和语言障碍，以及行为障碍。本病初起时表现单一，容易误诊、

指出：
“凡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也。
”小儿为“纯阳”

漏诊，且时常变化抽动部位，迁延难愈。在感冒、精神紧张时可

之体，是说小儿时期的阴阳在生理状态下阳相对有余，阴相对

使症状加重或反复，严重者可引发精神异常、强迫症等行为紊乱，

不足；“稚阴稚阳”则是对“纯阳”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说明

干扰患儿的正常学习和生活。本病若未得到及时、合理和有效的

小儿时期机体的阴阳均不完善、成熟；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角度

治疗，则可使部分患儿的心智发育、认知水平和社会及生活能力

阐明了小儿体质阴阳的特点。北宋医家钱乙首提小儿“肝常有

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进而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及

余”
，朱丹溪认为“肝只是有余”
。明代著名儿科医家万全在继

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均会造成较大的危害。

承前医的基础上，提出“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

中医学古代文献中无此病病名记载，现代临床多将其归属

肺常不足，肾常不足”
，从阴阳而言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于瘫痪、慢惊风、抽搐、筋惕肉瞤、肝风证等范畴。其临床表

是“纯阳”
、
“稚阴稚阳”之体在五脏的表现，并进一步完善了

现，在一些文献中有类似描述，如《素问·五脏生成篇》
：
“人

“肝常有余”理论。
《万氏家传育婴秘诀》谓：
“肝属木，旺于

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

春，春得少阳之气，万物之所以发生也，儿之初生日芽儿者，

指受血而能摄。”、“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

谓如草木之芽。受气初生，其气方盛，亦少阳之气方长而未已，

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明·王肯堂《证治

故日肝常有余，有余者，乃自然有余也。
”

准绳·幼科·慢惊》
：
“水生肝木，木为风化，木克脾土，其瘫

“风胜则动”
，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风掉眩，皆属

痪症状，两肩微耸，两手下垂，时腹动不已。
”
《小儿药证直诀·肝

于肝”，肝为风木之脏，主疏泄，性喜条达，体阴而用阳，为

有风甚》指出：
“凡病或新或久，皆引肝风，风动而上于头目，

罢极之本。小儿“肝常有余，肾常不足”，若所欲不得，情志

上下左右如风吹，不轻不重，儿不能任，故目连扎也。
”目前，

失调，气郁化火，戕伐肝木；兼之禀赋不足，肾阴常虚，不能

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本病与风痰有关，证属本虚标实，以肝

涵养肝木，无以制约肝阳，肝肾之阴阳失衡，则肝之阴血不足，

脾心肾四脏为本，风火痰为标，其病位主要在肝。四脏功能失

而至阳浮风动诸证。临床可见性情执拗、冲动任性、秽语失聪、

调，尤以肝失调最著。病机多归究为肾亏、脾虚、痰扰、肝亢，

烦躁不安等肝气有余之象。肝主筋，开窍于目，肝风亢动，则

终致肝风动。随着中医药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的深入研究，

出现眨眼努嘴、摇头、扭颈等肝风内动的表现；足厥阴肝经循

多数临床学者发现，其发病同小儿体质特点有紧密联系，其用

喉咙、人颃颡，肝阴不足，颃颡失濡，则见喉中出声；肝藏血，

药及治疗效果亦与小儿体质特点密切相关。然而，小儿体质特

血舍魂，阴血不足，筋脉失养，则四肢抽搐；肝血不足则魂不

点同多发性抽动症的发病及治疗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守舍，而出现梦呓、梦游等兼症[3]。

却鲜有论述。

脾为后天之本，小儿脾常不足，土虚木乘，则肝风内动；

中医体质学说是以中医理论为主导，研究人类各种体质特

“怪病多责之于痰”
、
“百病皆由痰作祟”
。而“脾为生痰之源”，

征、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的反应状态、

若饮食不当，有所偏嗜，中气受损，脾失健运，则易聚湿生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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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痰与风邪相携，易阻滞脏腑孔窍之经络，若风痰鼓动，上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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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窍，则挤眉弄眼；横窜经络，则发生头颈、四肢肌肉抽搐；痰
阻气道则胸闷痰呜；上壅咽喉则咽痒不适、怪声连连，或语声
不断；上扰神窍则秽语不休；流窜经络则肢体抽动[4]。
小儿生机旺盛，阳常有余，心火多亢，精神怯弱，临床又

医药防治多发性抽动症的研究提供思路和见解。
参考文献：
[1]Como PG. 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 in Tourette’S syndrome[J], Adv

易出现心阴不足，心火有余，心神不守的病理改变。心虚不能

Neurol,2001,85:103-111

任物，故虽常有所忆，但忆不能存，是以恍惚错谬，忽忽喜忘；

[2]王琦.9 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的分类及其诊断表述依据[J].北京中医药大

血不营心，心失所养，则神不安舍，睡眠不宁而多梦，甚或出

学学报,2005,28(4):1-8

现夜惊；心阴不敛，则神思涣散，语多易动，同时虚烦少寐、

[3]崔霞,王素梅.肝与儿童多发性抽动症发病的关系[J].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

[5]

咽干口渴、五心烦热、自汗盗汗 。小儿心智未足，自我调节

学,2011,3(5):389-390

能力差，若课业繁重，劳伤心神，心不能藏神，亦可致神志飞

[4]陈列红,孙经纬,杜斌,等.多发性抽动症中医处方之综合分析[J].江苏中医

扬不定，烦躁易怒，秽语难控，少寐多动。

药,2010,42(5):61-62

综上可知，多发性抽动症发病同小儿体质特点密切相关。然，

[5]王志学,李安源.李安源教授治疗多发性抽动症的学术思想[J].云南中医中

虽有学者认识到小儿体质特点同多发性抽动症发病的关联，却鲜

药杂志,2011,32(8):11-13

有深入研究者。而且有关小儿体质类型的划分种类繁多，有根据

作者简介：

阴阳气血盛衰划分的，有根据五脏禀赋划分的，有特殊方法划分
的等等，不一而足。不利于指导临床。有鉴于此，笔者以为若从
小儿体质特点入手，将多发性抽动症的发病与治疗同小儿体质特

李向峰，男，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学历，就职于河南中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点进行关联，临床结合小儿体质特点辨质用药，可作为一种有益
尝试，以期为多发性抽动症提供有效可靠的临床治疗方法，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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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壮作用，可治气虚病症；关元为小肠募穴，具有补虚强壮作用，
可治元气虚损之病。天枢为足阳明胃经的经穴，为大肠募穴，

表 1 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1

6

21

4

87.10

对照组

31

3

19

9

70.96

具有健运脾胃、化生气血、祛湿化痰的功效[8]。腹泻穴是临床
经验效穴。诸穴合用共奏补肾健脾止泻之功。
本研究中，笔者采用腹针疗法治疗慢性结肠炎，从研究结
果来看，两组总有效率都比较高，分别为 87.10%、70.96%，

两组患者在实施治疗后，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相关症状的变

提示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两组经治疗后评分差值比较，差

化情况如表 2。治疗组、对照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亦有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治疗组在改善患者症状方面

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治疗组与对照组均能改善患者症

优于对照组。因此，综上所述，腹针疗法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

状；两组经治疗后评分差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

的临床症状，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提示治疗组在改善患者症状方面优于对照组。

参考文献：

表 2 临床相关症状的变化情况

3

组别

例数（n）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治疗组

31

28.29±2.81

8.88±5.69

19.41±6.49

对照组

31

28.61±1.53

15.91±6.31

12.69±6.48

讨

论

慢性结肠炎属中医学“泄泻”
、“痢疾”
、
“肠风”等范畴，
中医学认为，脾气虚弱是根本原因。脾虚失运，水谷精微不化，
混杂而下，并走大肠，而为泄泻。或因生活压力大，情志失调，
肝郁乘脾，运化失司，致泄泻。泻久及肾，脾肾两亏，火不生
土，运化无权，湿虚缠绵，则迁延不愈。一般而言慢性结肠炎

[1]李小林,智力敏.中药治疗慢性结肠炎 88 例体会.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
14(11):1350-1351
[2]王恒,欧阳钦.吡咯列酮对恶唑酮诱导的小鼠实验性结肠炎模型的影响[J].
中华消化杂志,2004,24(4):222
[3]中华医学会消化学分会.对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建议[J].中华消化
杂志,2001,21(4):236
[4]薄智云.腹针疗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79-82,139
[5]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
出版社,2002:143
[6]尹玲.四神丸治疗脾阳肾虚型慢性结肠炎的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药现代

患者治疗过程所需时间较长，治疗康复的难度也较大，这也正

远程教育,2012,10(9):71-72

是因为该病的成因与脾肾亏虚存在内在联系[6]。

[7]薄智云.腹针处方特点[J].中国针灸,2003,23(5):273,276

本文中腹针疗法方选，中脘、下脘、腹泻、关元、天枢（双

[8]韩燕.腹针疗法及其学术思想探析[J].中医药信息,2003,20(6):8-9

侧）
。腹针“引气归元”穴[7]组中脘、下脘、气海、关元均为任
脉的穴位，其中中脘为胃之募穴，八会穴之腑会，脾之结穴，
胃与脾相表里，有水谷之海之称，并具有健脾化痰湿作用；下
脘穴有理中焦，调升降的作用；气海为肓之原穴，具有益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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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临证指南医案》中的因时论治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time” in Guide to Clinical Case
柳永敏
（吉林省汪清县汪清镇中心卫生院，吉林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汪清，133202）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41-03

【摘 要】 引用《临证指南医案》中的医案来论述因时论治方法，从“解释病因病机”
、
“推断疾病之转归”
、
“作为诊断的依
据”
、“确定治疗法则”
、“选择合适的服药时机”五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 《临证指南医案》
；因时论治
【Abstract】 References medical cases in Guide to Clinical Case to prove the method of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time”, from
“explains pathogenesis”, “inferred disease outcomes”, “as a basis for diagnosis”, “to determine rule of the treatment”, “select the
appropriate medication timing” five aspect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Keywords】 Guide to Clinical Case;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ti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1
清·叶天士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在诊治内伤病

冬是寒水的本令，季冬又孕育着来年厥阴风木之气。如

时，也有大量有关以时论病，因时论治的例子。现引《临证指

“老年隆冬暴中，乃阴阳失交”；又如“冬春之交，真气不相

南医案》虚劳、咳嗽、吐血、肝风、中风、痰饮等门诸案之有

维续，内风日炽，言蹇，肢麻不仁，此属中络”、
“将交大雪，

关论述，综合成文，归纳为五个方面。能否符合叶氏原旨，尚

纯阴无阳，冬至一阳来复”，若见“离散之态，乃精衰气竭之

希同道不吝指正！

象。”

1

解释病因病机

1.1 四时变化刻刻影响人的生机
春应肝木，阳气泄越，草木青青，万花竟放，人身应之。
此时若“因冬暖失藏”
，或原有肝肾不足，上盛下虚之人，
“入

1.2 昼夜晨昏之阴阳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影响
如“亡血失精，午食不运，入暮反胀，乃阴伤已及阳位”
、
“午后暮夜阴气用事，食纳不适，肠鸣月真 胀时泄”等。
2

推断疾病之转归
叶氏洞悉季节变换和昼夜更替对人体影响，并以阴阳消

春地气升，肝风动，遂令偏痿”，或唇舌麻木、足膝无力等。
至于为何出现“肝风内动，肝阳上亢”？叶氏认为“今春三月，

长，五行生克乘侮关系来推断疾病的演变和转归。

阳气正升，肝木主乎气候，肝为风脏，风亦属阳，卦变为巽，

2.1 说明疾病演变过程
如“情志中自病（阴精暗耗）
，恰逢冬温，阳气不潜，初

两阳相合，其势方张。”除此之外，阴虚火旺之人，每因肝木
风阳之引动而致失血。如“半月前恰值春分，阳气正升，厥阳

交春令，阴不下汲，清窍为蒙；至惊蛰雷鸣，身即汗泄，阳气

上燔致咳，遂令失血。
”

泄越。
”又如素有阴津亏损或失血之人，值春夏间，咳嗽复作，

入夏发泄主令，原有阴虚血热证或已有络伤之人，常因夏

此时“身中阳气已升发”故“有失血之虞”
；或是“交夏阳气

日时气之引动，而致“气升而血溢”
、
“血不宁静”或“络中血

大升，阴根失涵，火升血溢，必在晡刻”
；又如痰饮之人，
“阳

沸”
。

微浊饮上干，为咳不能卧，交惊蛰芍，阳气发泄，病势更炽。”

长夏之季，天气炎热，又是湿土当令，月建属未，故常挟

2.2 预测变化，见微知著

暑、湿、木（未为木库）气，又长夏接近秋季，燥乃秋令之主

疬劳之疾发于幼年，或劳损加以烦劳，形脉生气均夺，此

气，所以长夏常挟杂多种气，人若感受之，便会发生多种病变。

刻若再有脾胃损伤之证，“冬月可延，入夏难挨”、“久咳入春

如“暑风必挟湿，断疟疮发，即湿邪内发之征”
、
“今长夏久热，

夏见红，内损难复”
、
“初冬痰中见红，冬春寐有盗汗，为难藏

伤损真阴，深秋天气收肃，奈身中泄越已甚”，故“吸短、精

易泄，故入夏当防病发”；又如“劳烦夏秋，气泄而病，交小

浊、消渴、眩晕，乃阴伤及阳”、
“水谷运迟，湿自内生，渐渐

雪不得复元，乃阴中之阳不伏，故恐春深变病”；再如“跗肿

浮肿，喘咳不能卧息，都是浊水凝痰”
、
“躬耕南亩，暴于烈日，

昼甚，头胀夜甚，总是中年阳微，最有腹大喘急之事。
”

渍于水土，暑湿内蒸，而为泻痢。
”

2.3 指出预后良好

秋令主气为燥，初秋承接长夏之后，暑湿的余气未尽，季
秋即将转入冬天，故多挟寒水之气。如“秋暑秽浊，寒热如疟，
上咳嗽，下洞泄，三焦皆热，气不化则小便不通”
、
“燥气上升，
先干于肺，令人咳热”，又如“伏暑深秋而发，病从里出，始
如疟状”
。

肾水既失其固，春木地气上升，遂痰中带血；入夏暨秋，
胃纳不减，后天生旺颇好，不致劳怯之虑。
3

作为诊断的依据
节气的转移，对疾病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慢性病，每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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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气交替时就加重。借此，可以帮助判断疾病。同时，医者在诊

据节令变化，借阴阳生长之势，分别予以养阴或养阳。

病时亦应据一日四时的转变来全面考虑，作出正确诊断，在“旦

①阳虚者于冬至一阳初生之时，乘势予以养阳；②阴虚者于夏

慧昼安”之时，不可漏诊，在“夕加夜甚”之际，亦不可误诊。

至一阴来复之际，又用养阴之方，以“补三阴脏阴”而“迎夏

3.1 作为诊断之标准

至一阴来复”
。总之，循《内经》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意，

二至、二分等大的节令，是阴阳之气交接之时，常是很多
宿疾复发和重病转危的关键时刻。故“交节病加”或“交节病
变”总是虚证或是虚象；倘若病证与气候主令相反，如“深秋

非治病也，乃论体耳。
5.2 审虚损，议培补，分时用药
据脏腑虚损之不同，给予相应的调理，但分时用药，以冀

入冬，天令收肃”
，但病人“反身气泄越”或“入暮灼热”
，大

助脏腑阴阳生长之机。这与一般书籍所载，数脏同时调理之法，

致属于“阴精损伤”或“里不肯收摄”；再者根据时令特点来

常寓于同一方剂之中的“一锅煮”现象迥然有别。正是叶氏“因

判断，如暑伤气，湿亦遏气机，故“长夏暑热，无有不大耗气

时制宜”独到之处。

分”
。
3.2 作为鉴别诊断之要领

早温肾阳，晚补脾气：①“畏寒怯冷，谷减形瘦，步履顿
加喘息；脉细者”之脾肾阳虚之人，早服加味八味以温养肾阳，

“夏季阳气暴升上扰清窍，机窍阻痹不灵，乃司气所致，

晚服异功散，以培补脾气；②下元虚损，精气散越之人，值长

非表邪为病也”；又如“热病两三反复，真阴必伤，当戌亥时

夏脾胃主令，热湿均伤气，故早进补阳守阴剂或金樱膏类，晚

（阴尽阳生），厥昏汗出者，乃虚阳上冒，诸脉俱逆，阳泄为

进异功散或益中消暑之剂，冀在生旺。

耳，此咳嗽下焦阴不上承，非肺病也”
。
4

确定治疗法则

晨滋肾阴，午健脾阳：①肾阴虚而又脾阳不振者，治疗颇
感棘手，滋肾易碍脾，健脾则易伤肾阴，这是因为肾喜柔润，
脾喜刚燥的缘故。叶氏予以晨服都气丸，趁空腹直达下焦，以

“谨候其时，病可与期，与时反治，百病不怡。”叶氏遵

滋肾阴，午服异功散，乘阳旺之时，以健脾阳；②内损形气精

《内经》之旨“分春夏秋冬之气所在，以时调之”。常借助于

血，立夏四日诊之，“迎夏至一阴来复”之有利时机，早用人

天时，结合病情，因时制宜地制定治疗法则。

乳等血肉有情之品，滋填肾督，乘午时阳旺之际，进生脉四君

4.1 提示治疗方案

子汤，以悦脾胃。

“今年夏前，土旺怀念，把握后天，于理最合”
；又如“大

晨补肾气，晚滋胃阴：对肾气不足，胃阴残伤，肺失濡润

寒节真气少藏，内风旋动，以致痱中，益肾凉肝治本为法”，

所致虚劳之证。予以晨服补肾气（大云、胡桃、杞子、五味、

实为要旨。

熟地等），晚进生脉散加莲子、山药、茯苓等，以养阴与补阳

4.2 确立标本缓急

同施，补肾气与滋胃阴同用。

对“水污木少滋荣”之人，值“春深长夏”之际，先进“充

早服摄纳下焦，暮进纯甘清燥：“秋令天气下降，上焦先

养胃阴”之剂，俟秋肃时，
“培植下焦，固内为宜”
；又如“两

受燥化，屡进肺药无功。盖年老久咳，都从脾肾子母相生主治，

年前吐血咳嗽”，今“正交土旺发泄”之时，“欲病气候”，故

议摄纳下焦于早服，而纯甘清燥于暮进”
。一日之中暮则应秋，

“急养阳明胃阴，夏至后兼进复脉之属”；又如素为阴虚火旺

意在金水相生。

之体，
“近交秋令，燥气如临，先伤于上”
，其治法是“先治时
病，暂以清润上焦，其本病再议”
。
4.3 指出治疗宜忌

早温肾利水，昼健脾利水：“情怀不畅，痰嗽有血，渐渐
腹胀跗肿，下午渐甚，阳气日夺。早服肾气丸，昼服五苓散”。
早滋肾水，卧宁心神：如“遗浊已久，上冬喉中哽噎，医

因药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叶氏据人体节律和周期，参

投寒解，入夏不痊”，乃因肾阴被烁，阳不潜藏，于“今冬收

照病机，随证施宜。如冬为阴，苦寒之剂勿过度，夏属阳，辛

藏之侯，反升清空之所（上窍受累），早用六味地黄加味，卧

热药物莫过量。总之在用药过程中切勿克伐生长化收藏之生

进补心丹，俾上下得交”
。

气。基于此，提出许多治疗宜忌问题。如“初交春令，阳已勃

早纳少阴肾气，晚温阳涤饮：“痰饮喘咳，肌肉麻痹，痞

然，变化内风，奈何医者不曰清火豁痰，即曰腻补，或杂风药”，

胀不堪纳谷，冬寒日甚，春暖日减。全是阳气日衰，阴浊逆干

叶氏强调指出：“内因之恙，岂有形质可攻？偏寒偏热，皆非

犯肺，若用辛散则耗阳，滋润则助浊阴。议治法‘以温药和之’，

至理”
。又如“夏三月天气主泄，血吐后肌肉麻木，当益气（健

驱阴邪以复阳”，早服肾气丸，以纳少阴，晚进《外台》茯苓

脾）
，大忌肺药清润寒凉”
；又如“病为小暑后得之，亦由时令

饮，或进小青龙以涤饮，通太阳之腑。亦属“外饮治脾，内饮

暑湿之气”而致，其治法“轻则治上，大忌发散”。因此时已

治肾”之法。

值燥金主令。

5.3 按季节，据药理，随证施宜

5

选择合适的服药时机
现代医学及生物钟药物、毒理学的一些研究表明，同一药

物使用的时间不同，疗效亦相应而异。叶氏据“天人相应”之

经云：
“必先岁气，毋做天和”，李时珍又有“顺时气而养
天和”之说，创制了《四时用药例》。叶氏勤求古训，博采众
方，审证遣药，极有分寸，现举二例，以示一斑。
譬如，长夏之季脾胃湿土主令，中宫易于衰惫。养胃阴，

理，提出许多合适的服药时间方案。

和胃气以振奋后天为第一要义。叶氏反复强调了“建中宫，以

5.1 据节令，察生机，分养阴阳

维营卫”
。不但“食减久虚，必佐胃药”
，尤其还推崇“夏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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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佐胃药”，叶氏认为“当此长夏脾胃主令，崇其生气，体旺

调理大旨则以清上实下为主，意在风熄液润。这与“上燥治气，

病可全好”
；即使是阴精亏损之人，每当夏令，阳气易于发泄，

中燥增液，下燥治血”是吻合的。

此时仍应在养阴的前提下，兼益胃气。其中也寓有景岳之“阴
得阳升而源泉不竭”之理。

总之，《临证掼医案》遵循了天地自然的规律，贯穿阴阳
五行哲理，因时论病，灵治变通。在医案中既体现了人体内在

再如，夏热秋燥，先伤太阴，津液被烁，肺失清肃，而致
燥痰火风诸证。叶氏宗“燥者润之”，首重清润养阴、甘凉润

因素的有机统一，更强调了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统一性，这
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的。

燥之剂，如北沙参、天冬、麦冬、芦根、梨汁、蔗浆、蒌皮、
编辑：李妍

贝母、杏仁之类；若阴虚阳亢之体，复感燥邪，时值深秋初冬，

编号：EA-13060643（修回：2013-11-09）

滋阴利水法治疗心衰的理论探讨
Theoretical study on treating heart failure by nourishing Yin to promote diuresis
张广业 张宪忠 王学工 王洪真 高 磊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日照市中医医院，山东 日照，27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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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心脏的生理病理论述滋阴利水法治疗心衰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确立滋阴利水法在心衰治疗中的地位。本
文引用文献中关于心脏的生理、病理及治疗理论的论述，系统阐述阴血在心脏功能活动中的重要性，指出心脏阴虚水停是心衰病
的主要病因及病机，从而指导心衰病的临床治疗。
【关键词】 滋阴利水法；心衰；理论探讨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ardiac pathophysiology, we discus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reating heart failure by
nourishing Yin to promote diuresis, so establish the status of nourishing Yin to promote diuresis in the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This article
refer to the literature discourse about heart physiology, pathology and treatment,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Yin-blood in the heart function
in carefully and systematically, points out that Yin deficiency and water retention is a major cause of heart failure, so guid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Keywords】 Nourishing Yin to promote diuresis; Heart failure; Theoretical stud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2
1

中医有关心衰病的记载
《内经》中虽无“心衰”病名，但对于心力衰竭病证因机

证治的记载较为详细，其内容散见于和本病有关“胀论”
、
“痹
论”
、
“心咳”
、
“肾病”、
“肺病”等疾病中，如《灵枢·胀论》：
“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素问·痹论》曰：“心痹
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
，
《素问·逆调论》曰：
“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
，
《素问·平人气象论
篇》
“颈脉动，喘疾咳，曰水”。
《金匮要略》曰：
“心水者，其
人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
、
“咳逆倚息，短

“心主脉，爪甲不华，则心衰矣”等论述。这些有关“心衰”
的内容与现代医学的心衰大致相同，其病位在心，基本病机以
虚为主，虚实夹杂。
2

心脏阴精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
心主血脉，血脉指血液和脉管以及血液在脉管中的运行。

这一系统的生理功能，由心脏主持，是血液循环的原动力。心
要完成主血脉的生理功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心之阴精无损
与心之阳气充沛。心气与心血、心阳与心阴既对立又统一，构

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
“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

成了心脏自身的矛盾运动，以维持心脏的正常生理功能。心脏

恶水不欲饮”
、
“视夫之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之状，其颈脉

的正常搏动，主要依赖于心之阳气作用，心阳气充沛，才能维

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后世文献对

持正常的心脏活动，血液才能在脉内正常地运行，但心阳的正

心衰的认识散见于“心悸”
、
“喘证”
、
“水肿”、
“痰饮”、
“心水”
、

常运行是以心的阴精为基础的。血液的正常运行，也有赖于血

“心痹”
、
“心胀”、
“胸痹”等疾病中，直到唐代·孙思邈在《备

液本身的充盈和脉道的滑利通畅。所以，心阳气充沛，血液充

急千金要方·心脏门》中才首次直接提出“心衰”病名，宋·赵

盈和脉道通利，是血液运行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其中任何一

佶《圣济总录·心脏门》有云：“心衰则健忘，不足则胸腹胁

个因素异常，都可改变血液循行状态。

下与腰背引痛，惊悸，恍惚，少颜色，舌本强”
，
《医述》也有

心阴的生理作用有三：一是化生心阳，以行气血，输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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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身，使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肌肉皮毛，整个身体都获得充
分的营养，藉以维持其正常的功能活动。二是滋养心脏本身，
如同大自然中的生物需要雨露的滋润一样，心脏本身也需要心
阴的滋养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三是生血，使血液不断地
得到补充，维持脉道的充盈和通利。胃肠消化吸收的水谷精微，
通过脾主运化、升清散精的作用，上输给心肺，在肺部吐故纳
新之后，贯注心脉变化而赤成为血液，故有“心生血”（《素
问· 阴阳应象大论》
）
，
“血生于心”
（
《质疑录》
）之说，
《素问·五
脏生成篇》
：
“诸血者，皆属于心。
”
《素问·痿论》：
“心主身之
血脉。
”

滋阴利水法的理论渊源
滋阴利水法最早见于《伤寒论》
“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

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223 条）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
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319）”，猪苓汤方用于
少阴阴虚，水热互结证。少阴为心、肾两脏，肾主水，若肾阴
虚，使心、肾之气不充，失于主水之功，可致水液内停，水液
泛滥中焦，下渗于肠，则下利；上攻于肺则咳；中犯于胃则呕；
膀胱气化不行，则小便不利。阴虚火旺，心肾不交，则不寐。
猪苓汤用猪苓、茯苓、泽泻利水，阿胶滋阴，滑石清热，凡阴
虚水热互结之证，用之皆效。伤寒论猪苓汤组方理论为滋阴利
水法的理论渊源。

心脏阴精的虚实和病变，可影响血脉的运行；血液的盈亏，
也直接影响着心脏的功能。心的阴血不足，阴血不能充盈血脉，

5

滋阴利水法治疗心衰的机理

导致脉道不充和脉道不利，同时心阴不能滋养心脏，故出现心

心衰患者多为虚实相兼之证并以虚为主，故其治疗大法重

主血脉的功能减退，心主神明的功能异常，血行瘀滞，水液停

在补虚扶正顾本，兼以祛邪治标。即使有时临床表现以标实为

留于全身各处，出现水肿。

突出，也不要一味攻实祛邪而仍要注意扶正补益，消补兼施，

3

心衰的病因病机
目前对“心衰”正虚的主要认识是“气阳亏虚”，这忽视

了在气阳亏虚下同时存在着的阴、血不足，特别是老年慢性病
患者的心衰以阴血亏虚为主。

一旦标实稍缓解即转重点补虚。滋阴则阴血充足而脉道通利，
同时阳气化源充足；利水则水邪得去而阳气得复，心的主血脉
功能正常则水化。
扶正主要以补阴、养血为主。运用滋阴、养血法治疗心衰
其作用为：一是用正治法以补不足，常配用滋阴之品，药如麦

心阴虚之成因如下：①阴精为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阳气

冬、玉竹、生地等，养血常用熟地、当归、白芍等；另可用既

为人体的生理功能的表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

有滋阴又有养血作用的山茱萸、枸杞子、制首乌、阿胶等。其

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构

二意在补阴生阳，阴中求阳，此即寓涵有张介宾所说：“善补

成人体的阴精物质因消耗而逐渐减少，
《内经》曰：
“年四十而

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之理；同理，

阴气自半也”
，说明阴虚是四十岁以上人的常态；②朱丹溪云：

加用养血法，以求补血生气。所谓“留得一份真阴，便有一份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从一个方面说明阴虚之证较常见；

生机”，所以，心衰的治疗必须注意滋阴与养血，滋阴的同时

③心衰病多发生于中老年，病史较长，疾病日久不愈，必耗伤

可达到阴阳、气血间能够互根、互化的目的。

阴液，故心阴虚是本病的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④“阴阳互生”，

祛邪主要以活血利水为主。心衰患者病理上存在阴虚水停

心衰气阳亏虚日久必累及阴精，致阴液不足；⑤现代医学研究

的水气凌心、周身水肿，必然同时存在因阴血亏虚脉道不利而

表明，心衰与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病密切相

出现的血瘀，血瘀后阻碍脉中营血的运行，故加重水液代谢的

关，而中医对这些疾病的研究认为均以阴虚为主要病理改变；
⑥利尿、利水剂久用均有伤阴之弊等；⑦从心衰常见口渴、咽
干、脉数、舌质光红、或有裂纹、少或无苔等症状，辨证有阴
虚。
心血虚之成因如下：①心主血脉，心病主血脉功能受损，
心血必然亏虚；②“气能生血”，心衰气虚日久必累及血致其
不足；③心衰往往有胃脾纳运功能受损，影响水谷精微的消化
吸收而成血虚等；④从心衰最常见心慌、胸闷、气短、乏力、
神疲、面黄、脉弱、舌淡等症状，辨证有血虚症状存在；⑤临
床观察显示慢性心衰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贫血，虽然贫血
和血虚并不能完全等同，但其内涵基本一致。
水肿之成因如下：①阴血亏虚脉道不利而出现的血瘀，血
瘀后阻碍脉中营血的运行，血不利则为水；②阴血亏虚而阳气

障碍，加重水肿的形成，利水主要目的是邪去则正复，心衰患
者水邪阻滞脉道，加重了血脉的瘀滞不通。
单用“温阳益气，活血利水法”的弊端。中医治疗心衰的
大法、常法为“温阳益气、活血利水法”，确能取得良好的近
期疗效，但有与“强心、扩血管、利尿”三联疗法类似的作用
和副作用，如正性肌力药与温助心肾阳气药如参附之类，均有
改善患者近期血流动力学状态功能，但长期应用都难免有劫伤
真阴之弊；又如利尿剂与利水药，两者均有消除水肿、减轻水
钠潴留的作用，可大量、久用均有伤阴耗气之弊；另外，扩血
管药与活血化瘀药均有改善微循环，减轻心脏前、后负荷的作
用，从而改善血流动力学状况，但久用有耗气伤正之弊。所以
“温阳益气，活血利水法”有“鞭打快马”之嫌，因而在用此
法时当考虑不利方面，或不久用，或量不要太大，或配滋阴、
养血药物等。

化源不足，导致阳虚，从而阳不化津而出现津液停而为水；
③阴血亏虚导致心脉失养，出现心搏无力，从而主血脉的功能
减退而出现血不利则为水的水肿。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51508（修回：2013-11-12）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1 期

-45-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心力衰竭 36 例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6 cases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李舟文 1 卜志浩 2 王金强 3 温志方 4
（1.嘉应学院医学院，广东 梅州，514031；2.梅县畲江卫生院，广东 梅县，51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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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36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
上加用中医方药进行抗心力衰竭治疗，观察 2 个月并进行比较。结果：治疗后心功能多项指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
。结
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单用西医治疗的疗效。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慢性心力衰竭；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36
cases were treated by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based on TCM, 2 month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indices of
cardiac functio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 Treat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s better than singl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Chronic heart failure;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3
慢性心力衰竭（CHF）又称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心

1.4 疗效判断和测定

血管疾病发展的最后阶段和最主要的死亡原因。目前慢性心力

显效：治疗后心衰症状及体征消失，心功能改善 2 级；有

衰竭的治疗仍以西医常规治疗为主，可在不同程度上改善心力

效：心衰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心功能改善 1 级；无效：心衰

衰竭病人的症状和体征，但对左室功能改善及血液流变学影响

症状及体征均无改善或恶化。所有入选病例的超声心动图均由

尚不明显，笔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心力衰竭 36 例，疗效

同一技师执行，由两位不知治疗结果的超声专家统一阅片。

显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症状和左室功能，现总结报道如下。

1.5 统计学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 年 4 月～2012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患
。
者 36 例，男 25 例，女 11 例，年龄 52～75 岁（平均 63 岁）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显效 8 例（22%）
，有效 25 例（69%）
，无效 3 例（8%）
，

其中冠心病 28 例，扩张型心肌病 8 例。心功能Ⅱ级 12 例，Ⅲ
级 19 例，Ⅳ级 5 例。心功能分级按纽约心脏协会（NYHA）

总有效 33 例（92%）
。

标准。排除肝肾疾患和血流动力学控制不良的 CHF 患者。所

2.2 治疗前后左室舒张功能比较
治疗后心功能多项指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
，

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入选患者在已接受 CHF 的常规治疗（氢氯噻嗪联合依那普

）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

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

用配对 t 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见表 1。
表 1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比较

利）基础上，接受中医方药治疗 8 周，方药组成：黄芪 10g，附
组别

子 3g，香附 10g，柏子仁 10g，川芎 5g，赤芍药 10g，丹参 15g，

NYHA 分级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mm）

LVEF（%）

三七 5g，姜黄 10g，桑白皮 10g，猪苓 10g，炙甘草 10g，1 剂/d，

中医方药治疗前

2.80±0.11

73.8±8.5

32.3±6.9

水煎服，分 3 次饭后 0.5h 合归脾丸 10 丸[党参、白术（炒）
、黄芪

中医方药治疗后

1.67±0.09

70.3±5.6

37.4±8.3

（蜜炙）
、甘草（蜜炙）
、茯苓、远志（制）
、酸枣仁（炒）
、龙眼

配对 t 检验的 P 值

0.000

0.041

0.032

肉、当归、木香、大枣（去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同服。
治疗以益气强心、健脾利水、活血化瘀为主。
1.3 观察指标
①临床症状和体征：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心率、血压

3

讨

论

慢性心衰的治疗由短期改善血流动力学转为长期修复心
室重构的策略，使心衰的治疗目标由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及肺部啰音；②中医方药治疗前和中医方药治疗 8 周后超声心

转为防止和延缓心肌重塑的发展，降低心衰的死亡率和住院

，左室射血分数（LVEF）
。
动图测量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

率。中医认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发病多为各种原发病直接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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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优势。采用本中医方药结合西药治疗 CHF 疗效可靠、副

弱，继而引起血瘀水停。故益气强心、健脾利水、活血化瘀乃

作用少、无明显毒副作用、病人耐受性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

治疗的基本原则[1]。而“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

量，疗效优于仅使用西药治疗并能干预心肌细胞凋亡，但是否

而生化无穷”
。在临床上，用黄芪、附子配以柏子仁养阴之品，

有逆转心室重塑的作用，需进一步研究。

则疗效较稳定；炙甘草补脾和胃，益气复脉，并可解附子毒。
从现代医药理论来看中医药治疗心衰，均有利于改善慢性

参考文献：

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症状，恢复神经体液的正常调节，提高心脏

[1]解海宁,张艳,胡晓虹,等.气虚血瘀水停在慢性心衰实质研究探讨[J].中华

指数、增强心脏功能。无论如何辨证，均离不开作用的有效成

中医药学刊,2007,25(12):2603-2604

分。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附子含有强心甙类成分，具有明显的

[2]吴慧芬,樊志明.真武汤合五苓散联合西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 60 例[J].浙

正性肌力作用；当归、丹参、三七、川芍、赤芍，姜黄等具有

江中医杂志,2013,3:171-171

扩张周围血管，扩张冠状动脉，抑制血小板凝集、降低血液黏

作者简介：

稠度，改善微循环，减轻心脏前后负荷，从而增加心输出量；
茯苓、猪苓、白术、桑白皮等具有利尿作用，减轻心脏前后负
[2]

李舟文，通讯作者，嘉应学院医学院。

荷 。有些没有直接的正性肌力作用，但可增加心脏的血流量，

卜志浩，梅县畲江卫生院。

减慢心率，降低心脏耗氧量，从而提高心脏输出量，某些单味

王金强，蕉岭县广福卫生院。

药就具有几方面的作用，如黄芪补气升阳、利水消肿，具有强

温志方，梅县雁洋卫生院。

心、利尿、扩张血管三方面的作用。这是中药比单味西药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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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理气祛痰逐瘀汤治疗冠心病血瘀证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loods-tasis with
self-made Liqi Qutan Zhuyu decoction
王 杰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广西 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R256.22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46-02

证型：BDGI

要】 目的：观察自拟理气祛痰逐瘀汤治疗冠心病血瘀证的疗效。方法：将 72 例冠心病血瘀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

照组 36 例给予西医常规治疗，酌情加用 β 受体阻滞剂、钙通道拮抗剂、血管扩张剂；治疗组 36 例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自
拟理气祛痰逐瘀汤，两组均以 3 周为 1 个疗程。结果：治疗组疗效及心电图改善优于对照组。结论：中药理气祛痰逐瘀汤治疗冠
心病血瘀证有显著疗效。
【关键词】 自拟理气祛痰逐瘀汤；冠心病血瘀证；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ioods-tasis by self-made Liqi Qutan Zhuyu decoction.
Methods: 72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blood stasis syndrom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f modern medicine, the discretion to increase with beta blockers, calcium channel
antagonists, vasodilator; 36 cases in the treated group with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therapy plus with Liqi Qutan Zhuyu decoction, the two
groups are in 3 weeks for 1 course. Results: The treated group curative effect and electrocardiogram improvemen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Liqi Qutan Zhuyu decoction in treating blood stasis syndrome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 Self-made Liqi Qutan Zhuyu decocti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ioods-tasis;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4
冠心病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器官病变的最常见类型，也是

诊断标准，以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和病史结合心电图改变进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血瘀证是冠心病临床最常见的中

行判断。中医证候诊断按照国家《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

医证型。笔者对 72 例冠心病血瘀证患者应用自拟理气祛痰逐

的辨证分型标准，分为心血瘀阻证、非心血瘀阻证。心血瘀阻

瘀汤治疗，取得较好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证：心胸阵痛，如刺如绞，固定不移，入夜为甚，伴有胸闷心

l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冠心病患者均符合 1979 年 WHO 制定的缺血性心脏病的

悸，面色晦暗，舌质紫暗或有瘀斑，舌下脉络青紫，脉沉涩或
结代。其中，心胸阵痛，如刺如绞，舌质紫暗或（和）有瘀斑，
或舌下脉络青紫，脉沉涩或结代为主症，其他各项为次症。凡
具备主症 3 项和次症 l 项者，同时排除非心血瘀阻各证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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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症状和虚证表现，即辨证为心血瘀阻证。

表 2 两组心电图疗效比较

1.2 受治对象

组别

例数

共 72 例，均为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冠

对照组

心病心血瘀阻证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理气祛痰逐瘀汤

治疗组

治疗组 36 例，其中男 20 例，女 16 例，年龄 47～70 岁，
平均（60.28±7.56）岁；对照组 36 例，其中男 19 例，女 17
例，年龄 46～70 岁，平均（61.36±7.58）岁。以上一般情况
从统计学分析差异无显著性（P>0.05）
，具有可比性。

无效

总有效率（%）

36

9

16

11

69.4

36

16

17

3

91.7*

5

讨

论

冠心病属中医“胸痹”
、
“心痛”范畴，病机主要为气虚血
瘀。血瘀证是胸痹心痛临床最常见的中医证型，因此强调以活
血化瘀为主要药效的综合疗法[2]。然而临床上痰浊与血瘀往往
互见，痰浊可导致血流缓慢，血管硬化，血流量减少，表现为
血瘀证；血瘀又可导致病态血液流变学异常，津液气化失职，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对照组予西医常规治疗：口服肠溶阿司匹林片 100mg，1
次/d，单硝酸异山梨酯分散片 20mg，2 次/d，酌情加用 β 受
体阻滞剂、钙通道拮抗剂，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硝酸甘油
或硝酸甘油静脉缓慢滴注。

凝而为痰，故血瘀与痰浊互为因果互动互变[3]。种种情况表明
胸痹心痛的发生与气、痰、瘀密切相关，由于痰瘀阻滞、气机
不畅所导致，故胸痹心痛从气、痰、瘀论治已成为主要法则之
一，治疗宜理气祛痰逐瘀为法，使痰瘀消散，心脉气机通畅，
则胸痹心痛可除。本人自拟理气祛痰逐瘀汤治疗冠心病血瘀证
患者取得满意疗效，其中丹参、川芎、赤芍、毛冬青活血化瘀；

2.2 治疗组
治疗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自拟理气祛痰逐瘀汤。
药用当归 10g，党参 12g，毛冬青 10g，延胡索 12g，枳壳 10g，
赤芍 10g，柴胡 10g，桔梗 10g，牛膝 10g，川芎 10g，丹参 30g，
全瓜蒌 15g，薤白 12g，甘草 6g，上药加水 500ml，水煎取汁
300ml，分 2 次服用，1 剂/d，3 周为 1 个疗程。若痰热明显可
加黄连、竹沥；胸痛剧烈加乳香、没药；阳虚肢冷加细辛、肉
桂；气虚甚加人参、黄芪。两组患者伴血压、血糖、血脂增高
者视病情加服降压、控糖、调脂药，治疗期间嘱患者注意精神
调摄，避免过劳、过饱、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并以低脂、低
胆固醇饮食为主，戒烟酒，同时注意劳逸结合。
3

改善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治疗组（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对照组）
。

2

显效

配以柴胡、枳壳、延胡索行气止痛；当归、党参、甘草以养血
扶正，防止祛瘀药损伤正气。方中重用丹参加强活血化瘀，全
瓜蒌宽胸理气、化痰散结；薤白通阳散结、行气导滞；加桔梗
引药上行达于胸中（血府）
；牛膝引瘀血下行而通利血脉。诸药
相合，共奏活血祛瘀、理气化痰之功。药理研究表明：川芎[4]
生物碱及其酚性部分皆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量、
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外周血管阻力等作用。丹参[5]具有扩张
冠脉，改善心肌缺血、缺氧、改善微循环，改善血液流变性，
降低血黏度，抑制血小板聚集，对抗血栓形成，调血脂等作用，
瓜蒌[6]具有扩冠、保护心肌缺血，并有降血脂作用。治疗结果
表明：治疗组对缓解心胸阵痛、改善心电图的疗效，明显优于
对照组，证明该方具有良好的改善冠心病血瘀证的临床症状，

疗效标准
疗效标准参照国家《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1] 拟定。

①显效：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安静时心电图正常或大致正
常；②有效：治疗后症状减少一半以上，心电图示下移的 S-T

改善心电图及心肌缺血表现等多方面作用，为临床治疗冠心病
血瘀证的有效方剂，可供同道参考。
参考文献：

段抬高达 0.05mv 以上，但未正常，主波向上导联倒置 T 波变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浅达 50%以上，或 T 波平坦、变直立；③无效：治疗后症状

1994:18-19

有所减轻或主要症状无改变，治疗前后的心电图检测结果无

[2]韩玲.结合中药特点进行胸痹心痛证的药效学评价[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2004,24(5):468

改变。

[3]蔡建伟.痰瘀同治法浅析[J].内蒙古中医药,2002(5):3

4

治疗结果

[4]韩学杰,沈绍功.高脂血症(痰瘀互结证)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始动和诱发因

结果两组疗效比较，治疗组在改善心胸阵痛等主症方面优于对
照组（P<0.01）
，见表 1。

素[J].中华综合临床医学杂志,2003,5(8):46
[5]焦晓民,李继荣.中医辨证治疗急性心梗 30 例[J].辽宁中医杂志,2005,
32(6):566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6]高学敏.中药学[M].2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322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6

12

17

7

80.6

治疗组

36

15

19

2

94.4*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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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1969-），男，研究生学历，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中医科副
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老年病学。

两组心电图疗效比较，治疗组在改善心电图疗效方面优于
对照组（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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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补肾化瘀消异汤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 48 例
Treating 48 cases of endometriosis with the self-made
Bushen Huayu Xiaoyi decoction
朱志芳
（河南省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473003）
中图分类号：R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48-02

【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补肾化瘀消异汤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疗效。方法：48 例肾虚血瘀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均
采用自拟补肾化瘀汤内服，3 个月经周期为 1 个疗程。结果：总有效率 93.8%。结论：自拟补肾化瘀汤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疗效
显著，是治疗肾虚血瘀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有效方剂。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医治疗；补肾化瘀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elf-made Bushen Huayu Xiaoyi decoction on treating endometriosis.
Methods: 48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self-made Bushen Huayu Xiaoyi decoction. 3 menstrual cycles for a cours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3.8%.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the self-made Bushen Huayu decoction is significant. The decoction is an effective
prescription of treating endometriosis of Shenxu Xueyu type.
【Keywords】 Endometriosis; TCM treatment; Bushen Huayu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5
子宫内膜异位症（以下简称内异症）是妇科常见病、难治
病之一，近年来有逐年上升趋势。内异症所引起的痛经、下腹
痛、盆腔包块及性交痛等，严重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
量。根据内异症临床表现，归属于中医学的痛经、症瘕、不孕
等范畴。笔者根据既往临床经验，用自拟补肾化瘀消异汤治疗
内异症 48 例，收到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第 3 届学术会
议拟定的疗效标准[1]。痊愈：症状全部消失，盆腔内包块等局
部体征基本消失；显效：症状基本消失，盆腔包块缩小（月经
周期同时期检查对比，B 超检查治疗前后对比）
；有效：症状
减轻，包块无增大或缩小，停药 3 个月内症状不加重；无效：

48 例患者全部来自门诊，符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
[1]

专业委员会第 3 届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 。中医辨证为肾

主要症状无变化或恶化，局部病变有加重趋势。
3.2 治疗结果
痊愈 19 例，占 39.6%；显效 18 例，占 37.5%；有效 8 例，

虚血瘀型，证见经行腹痛，痛引腰骶，腰膝酸软；月经先后无
定期，量或多或少，不孕；头晕耳鸣，神疲乏力，形寒肢冷，

占 16.7%；无效 3 例，占 6.2%。总有效率 93.8%。其中 12 例

面色晦黯，苔薄，舌质黯淡，脉沉细。年龄最小 16 岁，最大

内异症伴不孕患者 1 年内妊娠 4 例（占 30%）
；2 例内异症伴盆

38 岁，平均年龄 34 岁：病程 3 个月～12 年，其中，痛经 25

腔结节患者经 B 超复查，包块消失。

例，肛门坠胀 3 例，性交痛 12 例，月经失调 18 例，有直肠刺
激症者 15 例，伴不孕症者 12 例，盆腔结节 2 例。
2

治疗方法
自拟补肾化瘀消异汤汤为基本方：鹿角片 10g，炮甲片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19 岁。2012 年 3 月 12 日初诊。患者 16 岁

月经初潮即痛经，并呈渐进性加重。每逢月经来潮出现腹痛，
放射至大腿内侧，持续整个月经期，伴肛门下坠，月经量少，

10g，菟丝子 30g，淫羊藿 15g，三棱 10g，莪术 10g，当归 15g，

色黯加大血块。曾在多家医院检查，均诊断为内异症。刻诊：

赤芍 15g，川穹 10g，血竭 3g，半枝莲 30g，黄芪 15g，乌药

正值月经末期，面色晦黯，头晕，神疲乏力，形寒肢冷，腰膝

15g。临床随症加减：气虚盛者减莪术，加太子参 20g；腰痛明

酸软，苔薄，舌质黯淡，脉沉细。证属肾虚血瘀之痛经。治以

显者，加断续 15g，杜仲 15g；气滞明显的加延胡索 12g，川楝

补肾化瘀消异汤为基本方加减，鹿角片 10g，炮甲片 10g，菟

子 10g；痰湿盛者，加茯苓 15g，薏苡仁 30g；直肠刺激症明显

丝子 30g，淫羊藿 15g，三棱 10g，莪术 10g，当归 15g，川芎

的加枳壳 10g；有结节、包块的，加海藻 15g，昆布 15g。于非

10g，赤芍 15g，血竭 3g，半枝莲 30g，黄芪 15g，乌药 15g，

月经期 1 剂/d，水煎，分早、晚两次服用，3 个月经周期为 1

枳壳 10g 等。6 剂，水煎服，1 剂/d。3 月 18 日二诊：自诉药

个疗程，连续服用 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后诸症大减，唯见面色晦黯，头晕，神疲乏力，腰膝酸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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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肾化瘀消异汤随证加减调治 4 个月，经、量、色均已正常，

痛；黄芪益气健脾。全方化瘀散结，温肾益气并用，攻补兼施，

痛经完全消失。

相辅相成，使肾阳盛，精血旺，气血畅，瘀滞得消。结合现代

5

讨

医学的理论，温肾化瘀方药可促使粘连和结缔组织松解，加强

论

血瘀吸收，改善下丘脑-垂体-卵巢性腺轴功能，使卵巢内分泌

内异症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且临床症状与病变程度不成正

趋于正常，并可降解血浆前列腺素，进而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

比。属中医学“痛经”
、
“月经不调”
、
“不孕”、
“癥瘕”等范畴。

的各种症状[2]。可见，自拟补肾化瘀消异汤不失为治疗内异症

异位内膜的周期性出血，蓄积于局部，成为瘀血，中医称之“离

的有效方剂之一。

经之血”
，或“瘀血”
、
“蓄血”
。由于恶血凝结，气血运行不畅，
不通则痛。多为本虚标实，病程较长。
《素问·评热病论》云：

参考文献：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阳气有助血水的运化，子宫经血又

[1]中国中西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会议.子宫内膜异位症妊

依赖于冲任等经络的输注。
“肾主生殖”
，
“胞胎系于肾”
，肾在

娠高血压综合征及女性不孕症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标准[S].中国中西医结合

女性生理、病理上占主导地位。肾精不足则引起月经病、不孕

杂志,1991,11(6):376

症等；精血同源，精亏精血不足，影响脏腑濡养，肾阳不足，

[2]钱静.温肾化瘀法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

任脉通畅乏力，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血行缓慢易成瘀阻，日久

报(自然科学版),2000,16(5):277-279

积瘀成癥，导致诸症丛生。加上内异症多病程较长，“妇人久
瘕宿痞，脾肾必亏”，下焦瘀滞日久，阳气无以宣通，亦可致
肾阳虚衰。故此，内异症临床常见症型多表现为肾虚血瘀，肾
虚为本，血瘀为标，治以标本同治。自拟补肾化瘀消异汤以鹿

作者简介：
朱志芳（1972-），女，汉族，讲师，研究方向：月经病、乳腺病的中
医治疗，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角片、淫羊藿、菟丝子补肾益精，温肾壮阳，鹿角片兼有活血
散结作用；三棱、莪术、炮山甲破瘀消瘕；丹参、赤芍、半枝
莲活血祛瘀；川芎、血竭、当归、赤芍化瘀止痛；乌药理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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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宁注射液联合川芎嗪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
供血不足性眩晕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vertebral-basilar artery insufficiency vertigo by
Mailuon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TMP injection
赵加芳 1 赵 平 2
（1.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中医院，山东 东平，271500；2.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东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山东 东平，271500）
中图分类号：R255.4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49-02

要】 目的：观察脉络宁注射液（南京金陵制药）联合川芎嗪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疗效。方法：将

83 例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6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再予脉络宁注射液联合川芎嗪注
射液，对照组 37 例予常规治疗，2 周后观察临床症状和 TCD 的变化。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和 TCD 检查结果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且眩晕消失时间亦短于对照组。结论：脉络宁注射液联合川芎嗪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疗效可靠。
【关键词】 眩晕；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脉络宁注射液联合川芎嗪注射液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Mailuoning injection (Nanjing Jinling Pharmaceutical) combined with TMP
injectionon treating vertebral-basilar artery insufficiency vertigo. Methods: 83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46 cases of the treated group were given Mailuon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TMP injection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37 cas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clinical symptom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TCD were
observed after 2 weeks.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TCD examination results of the trea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vertigo disappearance time also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mailuon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TMP injection is reliable on treating vertebral-basilar artery insufficiency.
【Keywords】 Dizziness; Vertebral-basilar artery insufficiency; Mailuon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ligustraz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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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眩晕是一种运动性或感觉性幻觉，眩是眼花，或眼前发黑，
视物模糊；晕是头晕，即感觉自身或外界景物旋转，站立不稳，
二者常同时出现，故统称为眩晕，是机体对空间定位和重力关
系体测能力的障碍，呈旋转感、摇摆感或漂浮感，病理是人体
的迷路、前庭的神经、脑干或者小脑的病变等诱发的。改病多
发在中老年人群中，临床上通常有两种类型，包括周围性的眩
晕以及中枢性的眩晕，其中人体椎-基底动脉的供血不足是诱发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比较结果表明，治疗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
性的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且眩晕消失时间短于对照组
（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分析

中枢性眩晕的关键因素。我院采用脉络宁注射液联合川芎嗪注

n

组别

射液对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诱发眩晕症进行治疗，通过大量的

痊愈

好转

＃

无效

总有效

眩晕消失

率（%）

天数

＃

病例观察，临床效果显著，不仅能迅速控制症状，而且能有效

治疗组

46

27

15

4

91.3

5.6

预防复发。

对照组

37

11

18

8

78.4

8.4

＃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依据 WHO 制定的诊断标准：①患者发病年龄在 40 岁以
上，临床诊断为反复性的眩晕，患者头或者体位变化时眩晕加
重。②临床症状为急诊。③临床合并 1 种及以上动脉缺血或不
足状况。④入选的患者中将其他原因诱发的眩晕症状排除，比
如耳源性的眩晕、小脑或脑干出血或梗死等。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患者椎-基底动脉血的平均速率改变对比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椎-基底动脉血的平均速率比较没
有显著性的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结果对比具有
显著性的差异，P<0.05。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动脉血比较结果，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椎-基底动脉血的平均速率的对比（ x ± s ）
治疗前

1.2 一般资料

治疗后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组

对照组

患者，根据住院先后顺序按随机数字表分为治疗组合对照组，

左椎动脉

21.18±3.58

20.32±3.82

35.42±4.88

27.18±3.76

治疗组 46 例，男 21 例，女 25 例，平均（62.18±10.32）岁。

右椎动脉

22.38±3.67

22.94±4.13

33.12±4.37

28.31±4.51

对照组 37 例，男 17 例，女 20 例，平均（62.41±11.65）岁。

基地动脉

20.45±4.31

21.12±3.88

36.26±5.23

30.08±4.73

入选患者共 83 例，年龄在 42～83 岁之间，均为我院住院

两组性别、发病年龄、病情等资料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
具有可比性。
1.3 治疗方法
1.3.1 治疗组
患者予天麻素 1.2＋生理盐水 250ml，ivdrip qd；奥扎格雷
80mg＋生理盐水 250ml，ivdrip qd 和脉络宁注射液 30ml＋川芎
嗪注射液 160mg＋生理盐水 250ml，ivdrip qd。疗程 14d。
1.3.2 对照组
给予天麻素 1.2＋生理盐水 250ml，ivdrip qd；奥扎格雷
80mg＋生理盐水 250ml，ivdrip qd，疗程 14d。
1.4 观察方法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主要症状的变化进行统计学分析，包
括眩晕程度、头痛状况、恶心状况、呕吐状况、耳鸣状况、视物
旋转不清、复视状况、四肢状况以及面部的麻木、颈项的不适等
状况，并记录眩晕程度、持续时间以及治疗前后 TCD 的变化。
1.5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根据眩晕缓解程度分
3 级：①痊愈：患者在头部变化时没有出现物旋或者晃动的状
况，切并发症得到有效治疗；TCD 检测血流的速率正常；②好

3

讨

论

眩晕症是常见的临床综合征，随着人口老龄化，发病率日
益增高，受到国内外医学界广泛重视，占神经内科住院病人的
40%，住院患者病因以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最为常见。诊病主
要与动脉硬化，血流动力学改变及颈椎病密切相关，其基因病
理变化为椎-基底动脉学液循环障碍而造成局部脑组织，尤其是
平衡器官供血不足[2]。本病属中医“眩晕”范畴，其病机复杂，
但归纳起来不外风、火、痰、虚、瘀 5 个方面，然笔者在临床
中发现本病在发病过程，始终以风痰瘀血为常见的病理症侯，
因此在辨证治疗中以清热化痰活血通络药物为主要治疗手段，
往往收到事半功倍之疗效。川芎嗪有抗血小板聚集，扩张小动
脉，改善微循环活血化淤作用，并对已聚集的血小板有解聚作
用。脉络宁在其组成上主要由牛膝、玄参、石斛、金银花组成，
具有清热养阴活血化瘀作用，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表明脉络宁在
临床上能有效的扩张患者的血管，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及
抗凝血，溶血栓灯作用。本观察显示，脉络宁注射液联合川芎
嗪注射液可消除或减轻患者症状，并有改善椎-基底动脉血流速
度等作用，是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有效中医良药。

转：患者在静止时没有出现物旋或者晃动的状况，但患者在其

参考文献：

头部有一定程度的眩晕，且并发症未完全治愈，患者的 TCD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中医药管理杂志,

血流速率恢复大于 50%；③无效：患者的眩晕状况和并发症都

1994,6

没有得到恢复和改善，患者 TCD 血流速率恢复小于 50%。

[2]孙岩,陈眉,黄晓明,等.醒脑静注射液为主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46 例

1.6 统计学方法

[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0,24(2):28-29

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Ridi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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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ulcerative col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肖伟斌
（容县人民医院，广西 容县，537500）
中图分类号：R57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051-02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疗效。方法：西药治疗结合中药灌肠，治疗连续 3 个疗程。结果：
3 个疗程后治愈 13 例，好转 9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1.67%。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疗效显著，值得临床
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溃疡性结肠炎；中药灌肠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ulcerative col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TCM
enema therapy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three courses of treatment. Results：After 3 courses，13 cases were cured, 9 cases
improved, 2 cases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1.67%. Conclusion: Treating ulcerative col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Ulcerative colitis; TCM enem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7
溃疡性结肠炎又称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或特发性结肠炎，

中药灌肠：自拟灌肠方：白头翁 30g，苦参 20g，白及 20g，

目前病因尚未完全清楚，病变主要局限于直肠、结肠黏膜及黏

黄连 10g，黄柏 6g，血竭 15g，地榆 30g，三七 10g。操作用法：

膜下层，呈连续性非节段性分布，以直肠和乙状结肠受累多见。

将上药加水 1000ml 浓煎至 300ml，用纱布过滤后备用。具体

临床症状轻重不一，可有缓解与发作相交替，患者可仅有结肠

操作：每次取药液 150ml，术者戴上无菌手套，嘱患者排便后

症状，也可伴发全身症状。病程演变缓慢，临床症状以腹泻、

取左侧卧位，左腿伸直，右腿弯曲，术者将涂有石蜡油的肛管

腹痛、黏液便、脓血便为主症。近年来，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

慢慢插入患者肛管内（根据病变部位和患者的耐受情况可插入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24 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5～35cm）
，将灌肠药液（药液温度 37℃～39℃）缓缓注入，

1

资料与方法

完毕缓慢退出肛管；垫高臀部，嘱患者保持左侧卧位 30min。2
次/d，10d 为 1 个疗程。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0 年 1 月～2012 年 6 月来我院就诊的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 24 例进行观察分析。其中男性 13 例，女性 11 例；初
发 11 例，复发 13 例；年龄 24～69 岁，平均年龄（40.5±3.6）

以上治疗连续 3 个疗程。
2

根据 1993 年召开的全国慢性非感染性肠道疾病学术研讨

效

2.1 疗效标准
参照相关文献 [1] 标准设定，临床治愈：临床主要症状消

岁；病程 3 个月～10 年，平均（3.5±1.2）年。
1.2 诊断标准

疗

失，次要症状基本消失，结肠镜检查黏膜病变恢复正常或溃
疡灶已形成瘢痕，大便常规检查 3 次正常；好转：临床主要

会提出的试行标准[1]：①具有持续的反复发作黏液血便、腹痛

症状基本消失，次要症状改善 1～2 级以上，结肠镜检查黏

伴不同程度全身症状等典型的临床表现；②纤维结肠镜有特异

膜病变恢复 1～2 级以上，大便常规检查红、白细胞高倍镜

性改变，排外细菌性痢疾、肠结核、阿米巴痢疾、克罗恩病等

视野 3～5 个以下；无效：治疗后临床症状、结肠镜及病理

原因明确的结肠炎。

检查无改善。

1.3 排除标准[2]

2.2 结果

①合并心血管、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

经过 1 个疗程治疗后，24 例病例中，治愈 4 例，好转 15 例，

疾病；②有局部狭窄、肠梗阻、肠穿孔、结肠癌、直肠息肉等

无效 5 例；2 个疗程治疗后治愈 10 例，好转 10 例，无效 4 例；

严重并发症。

3 个疗程后治愈 13 例，好转 9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1.67%。

1.4 治疗方法
西药治疗：口服维生素 C 0.2g/次，3 次/d，柳氮磺胺吡啶
1.0g/次，4 次/d，10d 为 1 个疗程。

3

讨

论

溃疡性结肠炎以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和里急后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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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要症状，病情轻重不等，常呈活动期与缓解期反复发作交替出

直接抑菌、控制炎症、阻断抗原刺激、减轻免疫反应等作用。

现。西医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副作用大，病情易反复，需长期服

中药灌肠方中白及、血竭、三七止血生肌；黄柏、黄连、苦参

药。而传统中药则相对灵活、副作用少，近年来已经广泛应用

清热燥湿；白头翁清热止痢，地榆归大肠经，凉血解毒，可止

于临床[3]。

脓血。诸药合用，有清利湿热，生肌排脓之功。

柳氮磺胺吡啶属于磺胺类抗炎药物，临床常用于治疗非特

通过本临床观察表明，中药灌肠与口服西药联合治疗溃疡

异性慢性结肠炎等，本品进入肠道经肠道细菌分解为磺胺吡啶

性结肠炎临床疗效显著，而副作用明显降低，值得临床推广。

和 5-氨基水杨酸，后者对结肠壁组织有特殊亲和力，具有消炎

参考文献：

作用；而维生素 C 可促进黏膜愈合。
本病属中医“痢疾”
、
“肠癖”、
“肠风”等范畴。初发或反
复发作时，多为外感湿热或脾虚湿蕴，痰湿内生，湿从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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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病理变化[4]。中药保留灌肠能使药物直达病灶，增加局部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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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围绝经期月经失调的中西医治疗
Discussion on treating perimenopausal menstrual disorder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曾 莉 刘裕萍 张桂花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5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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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绝经期的临床表现为月经不规律，常与其他疾病合并存在。主要症状为以下其中之一或几种并存：周期缩短、
经期延长、经量过多、周期延长（常超过 42d）
、经量过少、贫血。其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性激素检测，并结合妇科检查和 B
超。
【关键词】 围绝经期；月经失调；中西医治疗
【Abstract】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perimenopause is irregular menstruation, often combined with other diseases. The main
symptoms are one or several of the followings exist: cycles shorten,menstrual extension, excessive menstrual, cycle extension (often more
than 42 days), too little menstrual flow and anemia. The diagnosis relies 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hormone testing, combined with
gynec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B ultrasonic.
【Keywords】 Perimenopause; Menstrual disorders;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8
围绝经期的标志是月经不规律，是绝经前过渡期，可表现
为各种形式的月经失调。究其原因是卵巢功能衰退所致。其血
清性激素以 hFSH 水平升高和抑制素水平降低，LH 水平正常，
雌二醇水平轻度增加为主要表现[1-6]。临床医生应根据临床症状

不就诊，妇科门诊近年来因经量减少就诊要求治疗的病人明显
增多。
2

经量过多引起贫血者，病人常表现为贫血貌，其他类型如

及血清性激素情况结合 B 超、内膜病理结果，为围绝经期妇女
提供医学咨询，推荐所需要而愿意接受的治疗方法。
1

围绝经期月经失调的临床表现
多数围绝经期妇女月经表现为经量明显减少，部分表现为

经量增多，经期延长，或月经淋漓不尽，或月经周期缩短，流
血多者甚至引起贫血。许多妇女对经量增多并未引起重视，常

围绝经期月经失调的的体征

经量减少、月经淋漓不尽、经量增多但未引起贫血者常无特殊。
妇科检查也无明显异常，B 超检查子宫内膜厚薄不一。
3

围绝经期月经失调的的诊断
排出器质性病变，月经的改变往往与 H-P-O 轴发生变化有

关，所以根据临床表现、B 超、血清 FSH、LH、E2、P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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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并不难。
4

围绝经期月经失调的治疗
围绝经期预防性干预有 3 个主要目标：延长妇女最大体能、

最佳精神状态和社会活性[7]。对围绝经期月经失调的治疗主要根
据两个因素：病情严重程度和病人的心理需求。在治疗过程中

-53藏泻有度，经行如期而至。常见证型有肾虚、脾虚、血热、血瘀。
但在临床中，往往因虚、热、瘀的病因，无论病起何脏，最终导
致“四脏相移，必归脾肾”
，而成为心、肝、肾同病之崩漏。
5

病

案

患者甲，女，44 岁，因经量增多，经期延长 20＋天就诊，

还应注意，围绝经期月经失调是卵巢功能衰退引起的，不是一

查体贫血貌，见面色萎黄，神疲肢软，纳呆，二便如常。舌淡

次清宫或止血治疗就能治好的，应帮助妇女顺利渡过直至绝经。

边有齿痕，苔薄白，脉沉细。性激素：FSH 8.99IU/L，LH 3.5IU/L，

4.1 西医治疗

E2 129ng/ml，P 0.24ng/m，诊刮病检：增生期子宫内膜。诊断：

4.1.1 经量过多、月经频发的患者：性激素常表现为血清 E2 水

无排卵型功血。中医诊断：崩漏。西药予地屈孕酮片 10mg po

平增高，P<3ng/ml，hFSH 可大于 10IU/L，也可在正常范围，

q8h，中药固本止崩汤，方药党参 20g，黄芪 30g，炒白术 15g，

但此时的正常水平，是因为 E2 的增高抑制了 FSH，所以此类

熟地黄 15g，当归 6g，炮姜 10g，乌贼骨 10g，益母草 15g，鸡

病人卵巢功能比 FSH 增高的患者更差，此种情况就是无排卵性

内金 10g，神曲 10g，荆芥炭 10g，3 付，100ml，水煎服，3

功血的典型表现。结合子宫内膜的厚度，可给予口服避孕药

次/d。健脾益气固冲止血。并加用益气摄血、养血化瘀的益宫

（COC）止血，也可采用内膜萎缩法给黄体酮口服，或雌孕激

颗粒口服，10g 水冲服，3 次/d。1d 后血明显减少，3d 血止，改

素序贯疗法止血均可。这类患者因体内有较高的雌激素而缺乏

地屈孕酮片 10mg po id，连续服用 20d 后停药，停药后月经来潮，

孕酮，一方面功血容易复发，另一方面长期单一雌激素刺激子

行经 5d，量中，于月经周期第 11d 起用地屈孕酮片 10mg 2 次/d，

宫内膜，会增加发生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在月经第

连用 2 周，停药；使用以上疗法 3 个周期后，症状消失，嘱病

11～25 天，服用地屈孕酮片 10mg 2 次/d，调整月经周期和对

人月经后半期继服地屈孕酮片，定期复诊。

抗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
4.1.2 月经淋漓不尽、经间期出血：性激素常表现为血清 E2 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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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防止崩漏复发的目的。其中包括滋肾补肾、清热凉血、
健脾和胃、疏肝养肝以达到调和脏腑、气血、调补冲任，使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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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寻常痤疮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acne vulgar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赵 欣 王建修 李宏军 刘艳晓
（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湖北 襄阳，4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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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综合评价中西医结合治疗寻常痤疮的临床优越性。材料与方法：①完全随机配对设计，将患者随机分配到
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临床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②治疗方法：对照组 65 例，采用内服多西环素，联
合 0.1%阿达帕林凝胶。试验组 68 例，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内服痤疮合剂。③疗效评价方法：依照寻常痤疮照痤疮 Pillsburg 分类法
和疗效判定标准[1]进行疗效观察。结论：两组均能改善痤疮患者的皮损、全身症状、综合证候；中西医结合治疗相对西药，疗效
更显著、副作用更少，安全性较高，在疗效上有明显优越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寻常痤疮；痤疮合剂；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clinical superiority of acne vulgaris with integrative medicine. Materials and methods:
①Completely randomly paired design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mparable. ②Treatments: 65 patients of control group, used oral
doxycycline, combined with 0.1% adapalene gel. 68 patients of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oral acne mixture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③Evalua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acne vulgaris acne Pillsburg according to taxonomies and efficacy criteria[1] for patients. Conclusion:
Acne lesions, systemic symptoms, comprehensive syndromes of two groups both improved; integrative medicine has more pronounced effect
and fewer side effects, with high security,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efficacy,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Acne vulgaris; Acne mixtur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29
2

痤疮是一种常见的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表
现为粉刺、丘疹、脓疮、结节、囊肿和瘢痕，好发于面、背、
胸等皮脂腺分布旺盛的部位 [2] ，该病为一种难治性皮肤病，

试验组口服“痤疮合剂”
（襄阳市中医医院制剂室提供，符合
国家药典标准，鄂药制字：z20081773 号，主要成分是：枇杷叶、

发病率高，严重时影响面容。以寻常痤疮最为常见，本科应

黄芩、石膏、桑白皮、夏枯草、连翘等）
，50ml/次，3 次/d，连续

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寻常痤疮，取得一定疗效。现报告如

服用 1 个月；对照组服用多西环素（江苏正大丰海制药，商品名：

下。
1

治疗方法

强力霉素）
，0.2g/d，分 2 次口服，联合 0.1%阿达帕林凝胶（江
苏中丹制药，商品名：达芙文）
，每晚 1 次，连续使用 1 个月。

临床资料

3

患者均为我院皮肤科门诊病人，临床症状及体征均符合肺
经风热型寻常座疮的诊断标准。并排除以下患者：在使用本方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法治疗前 1 个月内使用过任何抗生素及消炎药膏者；治疗期间

参照《寻常痤疮严重程度分级和疗效判定标准》中“寻常

随意中止治疗或更换药物、方法者。采用完全随机配对设计，

痤疮”的疾病疗效判定标准。临床痊愈：皮损消退或仅遗留少

将 133 例患者就诊日期及编号后两位相加，采用 DoIl’s 临床

许色素沉着，症状消失；显效：皮损大部分消退，症状明显减

病例随机表法将患者分成两组。治疗组 68 例，男 37 例，女 31

轻；有效：皮损部分消退，症状改善；无效：皮损消退不明显

例，平均年龄 21.2 岁，平均病程 2.64 年。按照痤疮 Pillsburg

或临床症状反见恶化。

[3]

分类法 进行分类，分为 I-IV 度。其中 I 度炎症粉刺，13 例；

3.2 统计学方法

II 度炎症皮疹为主伴潜在性脓疱，35 例；III 度深在性炎性丘

用 SPSS16.0 进行数据处理。所有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
）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

疹结节为主，12 例；IV 度较多囊肿伴瘢痕，8 例。对照组 65 例，

标准差（

男 32 例，女 33 例，平均年龄 20.8 岁，平均病程 2.4 年，I 度 13

P<0.05 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例；II 度 34 例；III 度 11 例；IV 度 7 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病

3.3 结果
试验组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详见表 1。

程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P>0.05）有可比性。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试验组

68

29（42.6）

17（25.0）

18（26.5）

4（5.9）

94.11

对照组

65

18（27.7）

11（16.9）

25（38.5）

11（16.9）

83.08

注：两组治疗结束后疗效对比，治疗组高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x2＝4.05，P<0.05）
。

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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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不良反应

叶为君药，苦、微寒，清降已上熏头面之肺胃之热，即“气下

试 验 组 68 例 患 者 中 有 3 例 服 药 初 期 大 便 次 数 增 加

则火不升”之意。黄芩、生石膏、桑白皮为臣；余药皆为之佐。

（4.41%）
，后逐渐正常；2 例患者胃肠道反应（2.94%）
。对照

黄芩味苦、性寒，取其善清降肺热，兼有燥湿、泻火解毒之功。

组 65 例患者中有 2 例患者胃肠道反应（3.08%）
。两组治疗前、

生石膏味辛、甘，大寒，归肺、胃经，可清泻肺胃经之火，收

后血常规检查均未见异常变化；两组治疗前、后各随机抽查 5

敛生肌。桑白皮，甘，寒，归肺经，善于泻肺平肝清火。佐以

例患者肝、肾功能均在正常范围。

苦、辛、寒之夏枯草，归肝、胆经，有清泻肝火之功效。连翘，

3.5 随访复发

苦，微寒，主入心经，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苦能泻火，寒

治疗结束后 2 周随访并详细记录复发情况，试验组 46 例

能清热，入心、肺二经，长于清心火，散上焦风热。诸药合用，

痊愈及显效患者中有 2 例复发（4.35%）
；对照组 29 例痊愈及

共奏清泄肺胃积热、解毒消肿散结、凉血解毒之效，颇合痤疮

显效患者中有 7 例复发（24.1%）。两组复发率差异有显著性

的病理机制，从而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经临床观察，中西

（P<0.05）
，对照组高于治疗组。

医结合治疗寻常痤疮，效果理想，服用安全。加之剂型便于饮

4

讨

用及携带，符合现代年轻人的需求，实为治疗寻常痤疮的理想

论

中药制剂。

痤疮的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现代医学认为，其发生与雄
激素过高、皮脂腺分泌增加、毛囊口上皮角化亢进、痤疮丙酸

参考文献：

杆菌和遗传因素有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加

[1]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皮肤美容学组.寻常痤疮严重程度分

快，生活压力加大，本病发病年龄范围有提前和后延的趋势，

级和疗效判定标准[S].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1998,4(1):41

发病率逐年提高，已成为困扰广大青年患者的常见皮肤病种。

[2]张芃,王萍,张志礼,等.金菊香煎剂治疗女性寻常性痤疮临床观察及血清睾

中医称之为“肺风粉刺”
，
《医宗金鉴·肺风粉刺》曰：
“此

酮检测[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01,1

证由肺经血热而成。每发于面鼻，起碎疙瘩，形如黍屑，色赤

[3]靳培英.痤疮的分型论治[J].中华皮肤科杂志,2002,35:67-69

肿痛，破出白粉汁。日久皆成白屑，形如黍米白屑……”。结

[4]潘华.刺络拔罐配合中药面膜外敷治疗痤疮红斑疗效观察[J].新中医,

合青春期气血旺盛，化火化燥，或饮食不节、过食膏粱厚味，

2004,7(36):43

致湿热蕴积肺胃，火热上壅，瘀滞肌肤，毛窍闭阻而成本病[4]。
故其治疗应以清肺胃之热为主，或祛湿，或化瘀。本方以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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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瘀祛斑汤联合 E 光治疗女性黄褐斑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women chloasma with the
Huayu Qub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light
郭 雯 1 柳 芳 2 董艳芳 1 郭建辉 1 刘玉华 1 付红娟 1 宋晓霞 1
（1.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061001；2.河间市人民医院，河北 河间，06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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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055-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化瘀祛斑汤联合 E 光治疗女性黄褐斑的疗效。方法：120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黄褐斑患者随机分成
两组，治疗组内服中药，2 次/d。同时采用 E 光进行治疗，每 2 周治疗 1 次，连续 4 次为 1 个疗程，对照组用 E 光治疗。疗程共 8
周，8 周后观察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55%，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
，两组均未发
现明显不良反应。结论：中药化瘀祛斑汤联合 E 光治疗黄褐斑疗效较好。
【关键词】 黄褐斑；中药；强脉冲光；E 光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Huayu Qub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light on treating women chloasma.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chloas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internal TCM medicine, 2 times a day, at the
same time given E-light treatment, treated 1 time every 2 weeks, for 4 times as a cours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E-light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lasted for 8 weeks, after 8 weeks treatment the effect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reated group was 85%, and
55% in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1).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found significant adverse
reactions. Conclusion: Huayu Qub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light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women chloasma.
【Keywords】 Chloasma; TCM medicine; Intense pulsed light; E-ligh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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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耐受，无明显不良反应。

黄褐斑是常见于女性面部的色素沉着性皮肤病，常对称地
发生在面颊部、前额、口鼻周围等处，严重影响美观。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间笔者基于以往临床经验结合络病理论研究
成果，拟定化瘀祛斑汤内服联合 E 光治疗女性黄褐斑 60 例，

3

讨 论
黄褐斑属于中医学“黧黑斑”，“黧黑肝缯”范畴。《医宗

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认为本病“……血弱不华……生于面上，

结果如下。

妇女多有之。”虚与邪滞是致病的主要方面，故其主要病因病
1

资料与方法

机为“肾虚络淤”。中医络病学说认为：络病分虚实，总以络
脉瘀滞为特点，故以通络为治疗大法。局部基本病理为络脉瘀

1.1 一般资料
[1]

120 例门诊符合诊断标准 的女性黄褐斑患者随机分成两

滞，伴有瘀、痰、湿等病邪的聚集，这些病邪，即可以是导致

组。治疗组 60 例，年龄 29～45 岁，平均（34.32±4.21）岁，

络脉瘀滞的原因，又可以是络脉瘀滞的病理产物。黄褐斑病位

病程 4 个月～16 年，平均（5.65±1.21）年。对照组 60 例，年

虽在皮肤，但多于肝、脾、肾功能失调有关，其证有虚有实，

龄 28～48 岁，平均（33.46±3.22）岁，病程 3 个月～15 年，

属虚者居多，实证多为肝郁、湿热等所致；虚证多为脾虚、肾

平均（4.31±1.24）年。两组患者年龄、病程、严重程度比较

虚、气血亏虚。故对于虚证要通补结合，正如叶天士所云“大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标准
①患者 4 周内用过其他脱色剂或系统治疗的黄褐斑患者；
②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③对本组药物过敏者不纳入观察；④患
有慢性肝、肾、内分泌系统疾病者。
1.3 治疗方法
1.3.1 治疗组
予中药化瘀祛斑汤配合 E 光治疗。化瘀祛斑汤：桃仁 9g、
红花 6g，当归 12g，川芎 12g，柴胡 12g，菟丝子 15g，益母草
30g，丹参 20g，白茯苓 15g，白芷 6g，白僵蚕 9g，枸杞子 15g，
制首乌 30g，桑白皮 12g，鸡血藤 12g，丝瓜络 12g，1 剂/d，
水煎分 2 次服。
E 光治疗方法：
采用 HONKON E 光系列治疗仪，
波长 530～
1200nm，脉冲个数 4 个，脉宽 2.9～3.3ms，脉冲间隔 4～5ms，
能量密度 26～40J/cm2，射频能量 15～19J/cm2。操作方法：治

凡络虚，通补最宜”、“当以通补络”。因此，在治疗上主要采
用活血化瘀通络，兼以疏肝理气、健脾除湿、滋阴补肾。
化瘀祛斑汤中桃仁、红花、柴胡、当归共为君药；桃仁、
红花，功擅活血化瘀，为攻淤之润剂；柴胡能调达肝气，疏肝
解郁；当归是补血良药，能养血活血，补而能行，为血病之要
药，它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B、叶酸等物质，能
扩张外周血管，增加面部血流量，改善面部营养，从而达到祛
斑的作用[2]，此外，当归有抗促性腺激素作用，能抑制酪氨酸
酶活性，防止酪氨酸氧化形成黑色素，抑制黑色素形成[3]；益
母草主入血分善于活血祛瘀调经；川芎、丹参能活血化瘀行气，
调畅气血；该三味药增强了疏肝行气、调和气血之功，为方中
臣药。菟丝子能益肾养肝，宣通百脉，有柔润肌肤消斑之功；
白僵蚕为虫蚁之品，祛风化痰，善搜络邪而走头面，《本经》
载其能“灭黑黯，令人而色好”；白芷有活血之功，取其芳香
走散之效，上行于头面直达病所，具有通络之功；茯苓泽面去
斑；枸杞子、制首乌平补肝肾阴精，令其上荣头面；以上五药

疗前建档拍照，温水洁面，涂冷凝胶，双眼覆盖专用眼罩，将

共为佐药。桑白皮，甘寒，人肺经，既泻肺中伏火，又泻肺气

E 光治疗头与冷凝胶轻轻接触，进行照射。每 2 周治疗 1 次。

之壅塞，使肺气宣畅，气血津液畅达而上荣于面，亦助肝气调

1.3.2 对照组

达，使疗效加强；鸡血藤、丝瓜络辛润活血通络，共为使药。

口服维生素 E、维生素 C，同时采用 E 光治疗。操作方法
和疗程同治疗组。两组均治疗 8 周后观察疗效。
1.4 疗效标准
基本治愈：肉眼视色斑面积消退>90%；显效：肉眼视色

全方共奏滋补肝肾，疏肝活血，化瘀通络之功，针对黄褐斑发
生的病因病机，故能奏效。
E 光技术是在传统光子基础上将强脉冲光（Intense Pulsed
Light，IPL）与双极射频能量（RF）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治疗技

斑面积消退>60%；好转：肉眼视色斑面积消退>30%；无效：

术[4]，它治疗黄褐斑的原理是特定光谱的强脉冲光穿透皮肤，

肉眼视色斑面积消退<30%。

被组织中的色素团选择性吸收，引发色素团的破坏、分解，通

1.5 统计学方法

过自体吸收或经皮渗出。中药内服联合 E 光治疗黄褐斑，内外

采用 SPSS1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

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 60 例患者基本治愈 21 例，显效 30 例，有效 7 例，

合治使治疗效果更显著，值得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色素病学组.黄褐斑临床诊断
和疗效标准[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04,18(5):278

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85%。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对照组 60 例

[2]余土根,郑益志.祛斑汤联合泰特治疗黄褐斑的疗效观察[J].中国麻风皮肤

患者基本治愈 2 例，显效 31 例，有效 15 例，无效 12 例，总

病杂志,2005,21(7):539-540

有效率 55%。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

[3]程治平.内分泌生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81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4]戴耕武,潘宁.皮肤外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72

2.2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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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心律失常疗效分析
Curative effect analysis of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on treating arrhythmia
赵丽琴
（云南省楚雄州人民医院，云南 楚雄，675000）
中图分类号：R5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57-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观察参松养心胶囊对心律失常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收集我科门诊及住院心律失常患者 150 例，随机
分成两组：治疗组 76 例，口服参松养心胶囊 4 粒/次，3 次/d；对照组 74 例，口服盐酸普罗帕酮 100mg，3 次/d。结果：两组疗效
无统计学差异（P>0.05）
，但治疗组不良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参松养心胶囊用于治疗心律失常疗效确切，安全无不良反应，
值得推荐。
【关键词】 心律失常/中药疗法；人参/治疗应用；山茱萸/治疗应用；甘松/治疗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ation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 in treating arrhythmia by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Methods: To collect 150 cases of arrhythmia in my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76 cases in the treated
group oral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4 pills each time, 3 times a day; 74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oral propafenone hydrochloride 100mg,
3 times/day. Result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but the adverse reaction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for the treatment of arrhythmia efficacy is safe and
has no side effect, worthy of recommendation.
【Keywords】 Arrhythmia/TCM therapy; Ginseng/therapeutic use; Cornus/therapeutic use; Spikenard/therapeutic u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1
依据 1995 年卫生部颁布《中药新药治疗心悸的临床研究

随着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不断增加，心血管的发病率
也逐年提高，临床常用的盐酸普罗帕铜等抗心律失常药物虽有

指导原则》及中西医结合会议制定的疗效标准。显效：期前收

抗心律失常作用，但也可导致心律失常，长期使用甚至增加死

缩消失或减少>90%；有效：期前收缩减少 50%～90%；无效：

亡率。因此，目前寻求疗效好、不良反应少、长期使用能有效

期前收缩减少<50%或无变化。

改善预后的抗心律失常药物是国内外医学界长期研究的重点。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比）表示

笔者应用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心律失常 76 例，疗效显著，安全
2

可行，现报道如下。

x 检验，P<0.05 为有统计意义。

1

2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结

果

2.1 治疗结果
治疗组显效 35 例，
无效 12 例，
显效率 46%，
总有效率 84%；

选择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我科门诊及住院心律失常
患者 150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76 例，男 39

对照组显效 34 例，有效 30 例，无效 10 例，显效率 46%，总

例，女 37 例，年龄 21～83 岁，平均 51.5 岁；频发房性早博

有效率 86%。两组治疗效果无能统计学差异（P>0.05）
。

28 例，频发室性早博 33 例，心房颤动 15 例；原发疾病：冠心

2.2 不良反应

病 38 例，高血压型心脏病 23 例，不明原因 7 例，更年期 5 例，

治疗组长服药期间未发现不良反应，复查肝、肾功能血脂、

甲亢 3 例。对照组 74 例，男 38 例，女 36 例；年龄 20～80 岁，

血糖有电解质等与服药前比较无特殊变化。对照组用药 3d，2

平均 50 岁；频发房性早博 26 例，频发室性早博 34 例，心房

例出现恶心、呕吐；用药 5d，1 例出现Ⅰ度房室传导阻滞，2

颤动 14 例。原发疾病：冠心病 36 例，高血压型心脏病 22 例，

例窦性心动过缓，1 例左心衰竭。治疗后不良反应均于停药 2～

不明原因 8 例，更年期 4 例，甲亢 4 例。两组在性别、年龄、

6d 后恢复。

心律失常类型及原发疾病等方面无统计差异（P>0.05）
。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服用参松养心胶囊（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讨

论

盐酸普罗帕酮是 Ic 类抗心律失常药，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

产品）
，
4 粒/次，
3 次/d。
对照组口服盐酸普罗帕酮片，
每次 100mg，

膜，减慢动作电位 0 相除极速度，减慢传导，具有轻度受体阻

3 次/d。4 周为 1 个疗程，两组均于服药前后分别检查血常规、

滞作用，虽可使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减少，但结果已证明使

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电解质及心电图、动

用 Ic 类药物治疗后，不能改善预后，甚可增加病死率。临床上

态心电图，并观察服药前后心悸等症状及药物不良反应。

有致窦性停搏、房室传导阻滞、左心衰竭的报道。因此临床使

1.3 疗效判定标准

（下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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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养阴法治疗心律失常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by
the Yiqi Yangyin method
于丽伟 1 许进秀 2
（1.北京防化学院，北京，102200；2.威海市立医院肿瘤医院，山东 威海，264200）
中图分类号：R5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58-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对心律失常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98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48 例）和对照组（50 例）
。对照
组采用美托洛尔治疗，观察组加用益气养阴中药治疗。结果：观察组临床痊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33.33%、93.75%。对照组临床
痊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20.00%、80.00%。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绝大多数患者室性早搏发作
次数和持续时间均明显减少，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益气养阴中药联合美托洛尔治疗室性早搏的临床疗
效安全可靠，优于单纯西药治疗。
【关键词】 室性早搏；心律失常；益气养阴；中西医结合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Yiqi Yangyin method on treating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Methods: 98 cases of pediatric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ditionally given TCM medicine on the basis of metoprolol. Results: The clinical
recovery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3.3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iciency also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ignificance（P<0.05）. The occurrences and duration of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reduced（P<0.05）. Conclusion: Yiqi Yangyin method i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treating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Keywords】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Arrhythmia; Yiqi Yangyin method;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2
在治疗原发病的基础上口服美托洛尔片，由 12.5mg/次逐

室性早搏又称室性期前收缩，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
常。目前常规抗心律失常药物对本病的总有效率仅为
30%～60%[1] ，且药物本身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为 5%～

渐增至 25mg/次，2 次/d。
2.2 观察组

15%[2] 。近年来笔者采用益气养阴法治疗本病，现总结报告
如下。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益气养阴中药治疗。具体处方：黄
芪、黄精、生地黄各 20g，党参、麦冬、五味子各 15g，三七

1

粉、琥珀末各 3g（冲服）
。水煎取汁 450ml，分 3 次温服，1
剂/d。

临床资料

1.1 病例选择
①年龄 18～65 岁；②符合室性早搏的诊断标准[3]。
1.2 排除标准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①无明显症状，或在除去诱因后早搏减少或消失者；②由
洋地黄等药物中毒引起者；③低血钾等电解质紊乱引起者；

观察患者临床症状和 24h 动态心电图改变情况。症状积分
采用尼莫地平法计算，公式为[（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

④严重冠脉病变，室性心动过速者，以及有症状的显著窦性心
动过缓或Ⅱ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者；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治疗前积分]×100%。
3.2 统计学方法

⑥支气管哮喘病史者；⑦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
1.3 一般资料

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将 2009 年 3 月～2013 年 3 月在我科就诊的 98 例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观察组 48 例，男 26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52.81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9.64）岁；平均病程（7.38±4.05）年；24h 动态心电图平均
室性早搏（4521±559）次。对照组 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

4.1 疗效标准 [4]

平均年龄（53.26±9.80）岁；平均病程（7.61±4.24）年；平
均室性早搏（4503±587）次。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降指数 60%～89%；有效：症状积分下降指数 20%～59%；无

义（P>0.05）
，可进行对比。

4.2 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两组绝大多数患者胸闷、心悸、气短等症状均得以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临床痊愈：症状积分下降指数≥90%；显效：症状积分下
效：未达到以上标准。两组均治疗 8 周后统计疗效。

减轻，其中部分病人症状完全消失或基本消失。两组临床痊愈
率和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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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临床痊愈
①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①

48

16（33.33）

19（39.58）

10（20.84）

3（6.25）

45（93.75）

50

10（20.00）

15（30.00）

15（30.00）

10（20.00）

40（80.00）

①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4.3 24h 动态心电图平均室性早搏次数比较

临床疗效安全可靠，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值得进一步研究。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后平均室性早搏分别为（837±241）
次、
（854±225）次，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5

讨

参考文献：
[1]陈建新.普罗帕酮联合稳心颗粒治疗频发室性早搏[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
管病杂志,2011,9(6):726

论

[2]崔丽娟.稳心颗粒治疗心律失常的疗效观察[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室性早搏的治疗目的在于控制心律、减轻临床症状、防治

2012,20(1):145

并发症、减少致残率和致死率提高生活质量。本病属中医学“心

[3]陆再英,终南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04-206

悸”
、
“怔忡”范畴，以胸闷、心悸、气短和脉结代为主要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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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多因气阴亏虚或痰瘀痹阻心脉，心失所养所致[5]，治当

233-237

益气养阴为主，辅以活血通脉。本研究即是根据其核心病机，

[5]于永梅,沈琳.室性早搏的中医辨证论治研究进展[J].湖南中医杂志,2013,

采取益气养阴法治疗，所采用方剂为笔者临床习用之经验方，

29(5):136-138

以生脉饮加减而成。方中黄芪、党参、五味子补心气，黄精、

[6]张忠芬,陶爱民.中药制剂黄芪注射液在心律失常患者中应用体会[J].中国

生地黄、麦冬、五味子养心阴，六药合用，共治气阴两虚之本；

社区医师,2013,15(10):242-242

三七活血化瘀，兼有补虚强壮之效，琥珀活血化瘀、镇惊安神，

[7]王宇光.温胆汤合生脉散治疗心律失常 48 例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伤残医

二药合用，共治血瘀之标。现代研究表明，黄芪[6]可通过多种

学,2013,21(5):183-184

机制治疗心律失常，包括提高冠脉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
改善心肌缺血及心功能状态等，且无诱发心肌缺血及致心律失
常的风险。生脉饮[7]可改善缺血心肌的合成代谢及心肌阳离子
传递系统，降低心肌对氧和能量的消耗，从而改善心功能。诸
药合用，共奏益气养阴、宁心复脉、活血化瘀之功，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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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补而不留邪，活血不伤正，故能取得良好疗效。
本研究显示，益气养阴中药联合美托洛尔治疗室性早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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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受到了限制。本文结果表明，参松养心胶囊对多种器质性心
脏病引起的频发期前收缩有明显的疗效，治疗过程中未发现有

能，发挥其抗心律失常方面的协同作用。
本资料可见，无论从中医理论，还是现代药理研究均可说

明显不良反应，对血、尿、便常规、肝、肾功能及血脂、血糖、

明参松养心胶囊治疗缺血性心律失常疗效肯定，起到标本兼治

电解质无影响，使用安全有效。

的作用，且不良反应小，安全性好，可广泛应用。

参松养心胶囊在中医络病理论指导下以生脉散为基础方，
配以桑寄生、黄连等成分，研究表明，生脉散具有能改善心肌
细胞代谢，降低心脏细胞的自律性，抑制心肌细胞膜 Na-KATP
+

酶活性，还能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桑寄生抑制 Na 内流，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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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外流，降低心肌细胞的自律性，并延长心房肌，心室肌及传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导系统的动作电位时间，打断折返机制，治疗习律失常。黄连

1994:20

主要成分黄连素，能延长动作电为时程和有效不应期，阻断折

[3]程 德红 .心 律平 治疗心 律失 常不良 反应 分析 [J].医 药论 坛杂志 ,2005,

返环并使之不易形成；促进钙离子跨膜内流。诸药合用益气养

26(7):69

阴，活血通络，消心安神，具有综合治疗作用。此外，目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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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抗心率失常作用的最新进展体现了复方中药的多种环节、多
种途径、多个靶点的整体治疗优势，参松养心胶囊在中医络病

赵丽琴，主治医师，就职于云南省楚雄州人民医院。

理论指导下是多种药物抗心律失常对最佳靶点具有两种或两
种以上离子通道的作用，不仅抑制心肌细胞的自律性，改善心
肌细胞代谢，改善心脏传导系统功能，而且能够调节主神经功

编辑：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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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大叶性肺炎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lobar pneumonia in children with
the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柏 蕾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襄阳市中医医院，湖北 襄阳，441000）
中图分类号：R5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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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大叶性肺炎的疗效。方法：90 例大叶性肺炎患儿随机分为对
照组 48 例和观察组 4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抗炎、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疗程 7d，观察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治疗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麻杏石甘汤治疗
小儿大叶性肺炎效果佳，与常规抗炎、对症治疗相结合更有利于提高其临床疗效。
【关键词】 大叶性肺炎；麻杏石甘汤；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the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based on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lobar
pneumonia. Methods: 9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48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2 cases).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anti-inflammatory symptomatic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CM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7 days for a cours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time was shorter. Two group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has
satisfactory effect on lobar pneumonia in children. The combination with conventional anti-inflammatory symptomatic treatment has more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the efficacy.
【Keywords】 Lobar pneumonia;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3
小儿大叶性肺炎是以肺炎链球菌为主的细菌感染，其病变
部位涉及范围常超过单一肺段，以广泛部位的肺泡弥漫纤维素
渗出改变为主[1]。大叶性肺炎可由细菌、病毒及支原体等多种
病原体感染引起[2]，好发于学龄期儿童，其病理变化以肺泡炎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1 年 5 月～2013 年 5 月襄阳市中医院儿科收治住院的

症为主，多局限于 1 个肺叶，其中以右上叶或右下叶较为多见。

大叶性肺炎患儿 9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48 例和观

该病在治疗中经规范抗感染治疗基本可控制，但病情较长导致

察组 42 例。两组患儿一般情况见表 1。两组患儿性别、年龄、

患儿家属焦虑。笔者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治疗大叶性肺

病程、临床症状体征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炎，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两组具有可比性。

表 1 两组患儿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岁）

病程（d）

肺部罗音

发热（T>38.5℃）

观察组

48

26/22

3.0±0.5

1.9±2.5

33

31

对照组

42

27/15

3.1±0.8

2.2±1.8

37

21

业有限公司）0.2～0.25g/（kg·d）＋生理盐水 100ml，3 次/d，

1.2 诊断标准
[2]

符合《儿科学》第 7 版中大叶性肺炎的诊断标准 。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大叶性肺炎的诊断标准；②年龄 2～6 岁；③病程

疗程 7d。伴喘息症状给予解痉剂，常规使用平喘雾化、低流量
吸氧、物理降温等对症处理。
1.5.2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麻杏石甘汤，1 付/d，疗程

<1 周；④患儿家属知情同意。

7d。中药治则：辛凉宣肺，清肺平喘，汤剂选方为麻杏石甘汤

1.4 排除标准

加减，基本方为：炙麻黄 10g，杏仁 6g，生石膏 30g，甘草 3g。

哮喘、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先天性免疫内分泌疾病者。

加减：①风寒闭肺型：基本方加荆芥 10g，防风 10g 等，以增

1.5 治疗方法

加散寒解表之功；②风热闭肺型：基本方加金银花 10g，连翘

1.5.1 对照组：静脉滴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上海新先锋药

10g，薄荷 10g 等，以增加清热解毒；③痰热壅肺型：基本方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1 期

-61-

中生石膏增至 30g，加葶苈子 10g，桑白皮 10g，全瓜萎 10 g，

3

前胡 10g 等，以加强涤痰之力；④肺脾气虚型：黄芪 6g，白术
6g，灵芝 6g 等，以加强健脾益肺效力；便秘者加莱菔子 10g，
制大黄 3g，以涤痰宣肺降气兼活血化瘀；鼻塞流涕者加辛夷
6g，苍耳子 6g，以宣肺通窍，纳差者加用鸡内金 10g，炒二芽
各 10g，以运脾开胃。1 剂/d，分 2～3 次服，重症者 2 剂/d。
三组均给予综合治疗。

讨

论

大叶性肺炎可由细菌、病毒及支原体等多种病原体感染
引起 [3]，以发热、咳嗽、气促、呼吸困难以及肺部固定湿哕
音、肺部点片状阴影为临床表现。近年来由于抗生素的广泛
应用，由病毒引起的肺炎逐渐增多，尚无特效药物，给治疗
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西药组采用病毒唑加青霉素或红霉素
治疗肺炎，行之有效。但是在病原体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其

1.6 观察指标

疗效就欠确切。中药组以麻杏石甘汤为基本方剂，具有清热

治疗效果及治疗时间。

解毒、宣肺平喘的功效，研究证实止咳平喘，解热、抗菌、

1.7 疗效判定标准[2]
①显效：治疗 7d 白细胞正常，无发热，胸片提示渗出基

抗病毒、抗过敏等作用。但由于汤剂起效慢，患儿又不易接

本吸收，精神、食欲可；②有效：治疗 7d 白细胞降低，精神、

受，临床应用受到限制。中西药联合应用，既能发挥西药起

食欲可，无发热，胸片提示渗出较前大部分吸收；③无效：治

效快的特点，又能发挥中药汤剂作用持久、辨证用药针对性

疗 7d 白细胞无明显降低，仍发热，精神差，胸片提示渗出部

强的优势。目前，在肺炎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治疗越来越被临

位大致同前。

床工作者所重视。经临床验证，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肺炎，

1.8 统计学方法

缩短了治疗时间，且无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行ｔ检验，
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参考文献：
[1]薛辛东.儿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84-285

果

[2]胡亚美,江载芳,诸福堂.实用儿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2.1 治疗效果

1199-1200

观察组显效 40 例，有效 7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7.9%；

[3]张景凤.大叶性肺炎 30 例临床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09(6):166

对照组显效 20 例，有效 15 例，无效 7 例，总有效率 83.3%；
观察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1）
。
编辑：李妍

2.2 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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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艾滋病恶心呕吐的中医辨证论治
Discussion on differentiation of TCM on treating AIDS nausea and vomiting
谭操杰 1 李 真 2
（1.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8；2.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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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恶心呕吐是艾滋病患者的常见症状之一，其病因仍不甚明确，从中医辨证论治出发，针对患者的症状有选择的合
理用药，对本证的改善有一定得作用。
【关键词】 艾滋病；恶心呕吐；医话；中医辨证
【Abstract】 Nausea and vomiting are common symptoms of AIDS patients, the etiology is still unclear. Departure from the TCM
differentiation for the patient’s symptoms, and have a choice of rational medicine use, may play some role in improving patient’s symptoms.
【Keywords】 AIDS; Nausea and vomiting; Medical talks; TCM differenti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4
恶心呕吐是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急性胰腺炎、尿毒症、颅脑疾病以及一些急性传染病早期等多

中医认为呕吐是指胃失和降，气逆于上，迫使胃中之物从口中

种疾病中，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恶心呕吐效果较好，现笔者将对

吐出的一种病证，外邪、饮食、情志、脏腑失和，伤于胃腑，

该证的认识介绍如下。

导致胃失和降，均会导致恶心呕吐的发生。本证可见于神经性
呕吐、急性胃炎、心源性呕吐、幽门痉挛、幽门梗阻、贲门痉
挛、胃粘膜脱垂症、十二指肠壅积症、肠梗阻、急性胆囊炎、

1

健脾和胃，温中降逆
艾滋病恶心呕吐目前病因仍不甚明确，引起的因素可能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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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些食物、药毒、妊娠、情志所伤、内分泌障碍、神经系统疾病

“病内外俱虚，卧不得安，身冷，脉细微，呕而不入食，死”
，

等[1]，属中医学呕吐、呃逆等范畴。其主要发病机理为胃失和

此亦为脾胃帅败之像，“胃以降则和”治疗本证多采用润燥为

降，胃气上逆，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呕吐侯》指出：
“呕

主，适当加以理气活血之药，多以沙参麦冬汤、麦门冬汤、四

吐之病者，由脾胃有邪，谷气不治所为也，胃受邪，气逆则呕。”

逆散、血府逐瘀汤、逍遥散等、生脉饮等加减应用，治疗本证

艾滋病患者系“艾毒伤元”[2]元气虚衰是艾滋病发生发展过程
中重要病机之一，气虚日久易导致阳虚，这也是此证临床中比
较最常见的证型，因此艾滋病患者恶心呕吐久治不愈，病情时
轻时重多与脾胃虚寒，运化不利有关，清浊升降失司，气机
失调，终会导致恶心呕吐，重则还可出现朝食暮吐，暮食朝
吐等证，若用常法单用降气仅能取得暂时之效，非健脾温中
降逆不可，常用的方子有丁香柿蒂汤、吴茱萸汤、理中丸、
大半夏汤、半夏泻心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等，从而以达

常用的药物有：沙参、麦冬、玉竹养阴润燥，陈皮、清半夏降
气止呕、柴胡、赤白芍疏肝理气活血，大便困难者白芍可加至
30g 左右，熟地黄、当归、枣仁、枸杞子滋养肾阴，丹参、丹
皮、五灵脂等活血化瘀，此证较为复杂，治疗时需全面照顾，
部分患者还有气虚之症，理气药不可加至过多，以免耗伤正气，
使病情更加顽固复杂。
4

病案举例

到健运中焦，条畅气机之目的，
《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
患者甲，女，32 岁，于 2013 年 3 月 5 日就诊，2008 年被

证治》：
“呕而胸满者，吴茱萸主之”、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
半夏泻心汤主之”，若患者出现干呕、吐逆、吐涎沫甚至腹中

确诊为 HIV 感染，出现恶心呕吐 2 个月余，几乎每天都有数次

雷鸣切痛者，脉细弱者可用半夏干姜散、附子粳米汤等以温

恶心呕吐症状出现，呕吐物气味较大，饮食尚可，余无明显异

中散寒，降逆止呕，本证常用的药物如：丁香、柿蒂温中健

常。观患者体质尚可，脉沉有力，舌质正常、苔微腻，大便时

胃，茯苓、陈皮理气化浊，半夏、砂仁降逆止呕，理气化痰，

干。处方：柴胡 24g，黄芩 30g，炒枳实 10g，陈皮 10g，清半

人参、白术健脾和胃，附子、肉桂、桂枝温胃散寒，健运脾

夏 10g，藿香 10g，佩兰 10g，竹茹 10g，大黄 5g，生姜 20g，

阳，莱菔子、厚朴、枳壳、佩兰以化浊助运，夹有食积的可

生甘草 10g。3 剂，水煎服。服药后自诉恶心呕吐明显减轻，

加谷芽、麦芽以消食助运，中焦寒气得散，清浊已分，脾得

仅时有恶心感觉，上方加丹参 10g，茯苓 15g，再服 3 剂，恶

以正常运化，诸证自除也。

心消失，余无明显不适，病情告愈，嘱其回家后清淡饮食半月，

2

以进一步巩固调理。

清热降逆，理气化湿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呕酸

善饥。”艾滋病患者初期易出现湿热之证，疾病新犯，正邪斗
争较剧，吐出物多有酸腐气味，呕吐频频，脉实有力，此证

按：患者恶心呕吐 2 个月余，虽有 HIV 感染病史，但观
其体质尚可，且呕吐频频，再结合其舌脉，故可判断为胆胃
郁热所致之呕吐，故以大柴胡汤合理气化湿之药从而使胆胃

属热，多夹湿，胃有积热，邪热侵袭肠胃，从而致使胃气上

清，而速收全功。

犯，治疗时需以清热、理气、化湿为准则，常用的方子为藿

5

结

论

香正气散、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橘皮竹茹汤、大黄甘草汤、
栀子生姜豉汤、竹叶石膏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旋覆代赭

艾滋病目前仍是医学界的一大难题，而艾滋病恶心呕吐因

汤、茯苓泽泻汤、凉隔散等，
《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

其发病较复杂原因不明，目前现代医学仍无特效的治疗方法，

治》云：
“食入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
“呕而发热者，小

祖国医学从其独特的辨证论治出发，针对患者的症状有选择的

柴胡汤主之。”鉴于艾滋病患者疾病的特殊性，多数伴有肝郁

合理用药，对本证的改善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对于艾滋病恶心

的脉证，肝郁最易化火生热，因此在治疗本证的时候亦可适

呕吐的中医病因病机可进一步统一和改善，以上仅个人的一点

当加入疏肝理气之药以理气化湿，进而更好地治病求本，湿

拙见，与各位同道共享。

气得以除，热自然可以无所留恋而慢慢消散，此证常用的药
物有：黄连、黄芩以清热燥湿，橘皮、竹茹以理气燥湿，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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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伴慢性心衰气阴两虚证 64 例患者应用
参麦注射液的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4 c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Qiyin Liangxu by Shenmai injection
王 嫔
（沈阳化工大学校医院，辽宁
中图分类号：R6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63-02

沈阳，11014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观察参麦注射液对冠心病伴慢性心衰气阴两虚证患者的效果。方法：选择 2007～2012 年间在我院做治疗
的冠心病伴慢性心衰气阴两虚证患者 64 例为对照组；做参麦注射液治疗的患者 64 例为实验组。观察冠心病伴慢性心衰气阴两虚
证的治疗情况。结果：对照组有效率为 82.8%，而实验组有效率为 56.7%。实验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参脉注射液临床上用于治疗心力衰竭和冠心病取得较好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参脉注射液；慢性心衰；冠心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Qiyin Liangxu
by Shenmai injection. Methods: From 2007 to 2012 in our hospital 64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Qiyin Liangxu in the control group;
64 cases were treated by Shenmai inje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 observe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Qiyin Liangxu. Resul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8%,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56.7%. The
efficien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Qiyin Liangxu by Shenmai injection has good result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Shenmai injection; Chronic heart fail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5
参脉注射液是最新研制的一种的纯中药制剂，有益气固
脱，养阴生津，生脉等功效，性状是一种微黄色至淡棕色澄明

娠或哺乳期；药物过敏。
1.3 干预方法

液体，临床用于治疗气阴两虚型之休克、冠心病、病毒性心肌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常规应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美托洛

炎、慢性肺心病、粒细胞减少症等[1]。临床用途和疗效都不错，

尔、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扩张剂、利尿剂等。入院后均

尤其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疗效，通过结合本院

吸氧、控制出入量，限盐，积极消除心力衰竭诱因。实验组在

使用情况，将其在使用后所产生的疗效和科学数据进行更深的

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参麦注射液 60ml/d，静脉滴注，连

探讨，使其发挥其更好的作用，同时对今后应用于现代急症重

续应用 7d。

病的抢救及中西医结合研究亦是一个有益的启发。

1.4 观察指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自 2007～2012 年在我们医院进行冠心病伴慢性心衰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 7d 后的临床治疗效果，并作对比。显
效：心衰基本控制或心功能提高 2 级以上者；有效：心功能提
高 1 级但不及 2 级者；无效：不能够满足以上条件者。
1.5 统计学方法

气阴两虚证治疗的患者，年龄为 51～69 岁，没有其他类型并

采用 SPSS16.0 的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计数资料使

发症的 128 名患者。将其随机分成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64 例，

用卡方检验。检验的标准设置为 0.05，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

对照组的平均年龄为（61±4.9）岁，男 32 例，女 32 例；实验

意义。

组平均年龄（60±5.1）岁，男 33 例，女 31 例；两组患者性别、
年 龄 、 治 疗 前 心 功 能 够 分 级 （ NYHA）、 左 室 舒 张 末 内 径
（LVDd）、左室射血分数（LVEF）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
1.2 纳入标准
心功能够分级（NYHA）Ⅱ-Ⅳ。全部患者均没有严重肝、
肾、甲状腺等功能不全；没有并发恶性肿瘤等终末期疾病；妊

2

结

果

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总人数相同，而实验组有更多
的患者疗效明确（27 例）
，对照组只有 18 例有疗效，实验组的
有效率（82.81%）远高于对照组（54.67%）。总而言之，治疗
组用了参麦注射液，其治疗效果比对照组更为理想，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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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疗程后，自身症状及心电图得到不同程度的调节，时间流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治疗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显著

有效

无效

有效者合计

总有效率（%）

速积分比值显著增大，表明该药有调节左室舒张功能够的作

实验组

64

42

12

10

54

82.81

用，能够调节心肌缺血及心肌顺应性，尤其是室壁节段性运动

对照组

64

26

9

29

35

54.69

异常者，经参麦注射液治疗后室壁运动协调性明显调节。参脉

x2

0.18

0.18

注射液具有增加心肌收缩力，减慢心率，降低外周血管阻力，

P值

0.50

0.50

3

讨

调节心肌代谢调节左室收缩功能，减少心肌对氧和化学能的消
耗，从而调节心功能，其在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冠心病心绞

论

目前冠心病伴慢性心衰气阴两虚证依然是老年患者最受
困扰的难题，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其具体的
产生和发病机理还没有弄清楚，而且病情发展不典型，无法准
确地预测。有报道表明[2]，如果在先期进行科学合理的干预则
能够调节这些状况。
参麦注射液由人参和麦冬组成，人参大补元气，复脉固脱，

痛方面疗效显著[4]。该药作用温和，无明显不良反应，可作为
治疗心脏疾病的有效药物，值得临床推广。
综上所述，进行冠心病伴慢性心衰气阴两虚证治疗的患者
应用参麦注射液能够有效缓解病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
发症，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3]

参脉注射液主要成分有红参、麦冬。研究证明 ，红参俱有补

[1]陈汝兴.中医治疗冠心病的临床经验浅谈[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1,9(8):

气、滋阴、益血、生津、强心、健胃、镇静等作用，能够提高

30-31

心肌耐缺氧能够力，促进培养心肌细胞 DNA 合成，调节心肌

[2]张子彬,郑宗锷.充血性心力衰竭[J].现代心脏内科学,2012,37(1):55-57

组织血流量，并对损伤心肌超微结构有保护作用，麦冬有抗心

[3]柳志红.参麦注射液对充血性心衰的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2011

律失常和扩张外周血管的作用，能够提高耐缺氧能够力，可稳

(29):286-287

定心肌细胞膜，同时有正性肌力作用，参脉注射液可使不同左

[4]徐秀举.参麦注射液对缺氧缺血的心肌的营养保护作用[J].中国实用医药,

室充盈压患者每搏量增加，同时外周阻力降低，心肌氧气消耗

2012,27(11):1610-1612

量降低，提高心脏效率。本组 64 位患者应用参脉注射液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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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eptic ulcer by the Huangqi Jianzhong decoction
王纪岗
（河南省嵩县人民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73.1

嵩县，4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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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消化性溃疡；黄芪建中汤；临床报道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Huangqi Jianzho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peptic ulcer.
【Keywords】 Peptic ulcer; Huangqi Jianzhong decoction; Clinical repor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6
消化性溃疡主要是指发生在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溃疡，因
其溃疡的形成与胃酸/胃蛋白酶的消化作用有关而得名。其溃疡
的粘膜缺损超过粘膜肌层，不同于糜烂。近年研究发现该病的

1

临床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97 例患者中，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9 例，其中男性 26

发生与幽门螺旋杆菌有关[1]。本病病理复杂易于复发，故在临

例，女性 23 例。年龄（45±7）岁，病程 1 个月～13 年，胃镜

床治疗上颇为棘手。笔者将本院 2009 年 6 月～2012 年 7 月的

显示 A1 期 32 例，A2 期 17 例：胃溃疡 31 例，十二指肠溃疡

消化性溃疡患者 97 例，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9 例，根据临

13 例，混合型溃疡 5 例，幽门螺旋杆菌（Hp）
（+）33 例；对

床表现，给予中药治疗，对照组 48 例，使用西药治疗，以 3

照组 48 例，其中男性 25 例，女性 23 例，年龄（46±5）岁，

个月为 1 个疗程，疗程结束后对比两组前后胃镜溃疡直径以及

病程 2 个月～12 年，胃镜显示 A1 期 30 例，A2 期 18 例；胃

幽门螺旋菌（Hp）清除率。具体汇报如下。

溃疡 29 例，十二指肠溃疡 15 例，混合型溃疡 4 例，幽门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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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Hp）
（+）29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病位

且复发率高。本病若日久不愈，常伴有大量出血、急性穿孔、

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幽门梗阻，甚至癌变等严重并发症。对于消化性溃疡的病因病

1.2 诊断标准

机，现代医学尚无定论，大多学着认为是一种多因素疾病，其

参照《中医内科查房手册》[2]制定：西医诊断依据：①长

中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和服用 NSAID 是已知的主要原因，溃疡

期反复发生的周期性、节律性的慢性上腹部疼痛，应用碱性或

的发生是粘膜侵袭因素和防御因素之间失衡的结果，而胃酸在

制酸药物可缓解。②上腹部有局限性深压痛。③X 线钡餐造影

溃疡的形成中起关键的作用。祖国医学根据其痛在上腹部，疼

可见溃疡龛影。④胃镜检查可见到圆形或椭圆形或线行溃疡，

痛性质可轻可重，多在食后 1、2h 发作，进食后痛暂缓解，且

表面有黄白苔或无苔但有溃疡愈合征象，溃疡边缘粘膜多点活
检未见恶性细胞时可确定诊断。中医诊断依据：中医诊断属“胃
脘痛”范畴。①部位：在上腹部近心窝处。②疼痛性质：胀痛、
刺痛、隐痛，可呈持续性、发作性。③诱因：寒温失宜、饮食
失调、情志不舒。④伴随症：反酸、恶心、纳差、嗳气等。
1.3 治疗方法
1.3.1 观察组给予黄芪建中汤。方药组成黄芪 9g，白芍 18g，
桂枝 9g，炙甘草 6g，生姜 9g，大枣 12 枚，饴糖 30g。用法：
上 7 味，水煎 2 次，取汁，兑入饴糖，分两次温服。加减：有
血虚者加当归；气短疲乏明显者加党参；全身特别怕冷者加炮
附子；因感寒或食生冷引起复发加重桂枝；因脾虚生湿生痰加
陈皮、半夏；因情绪激动痛剧者加青皮、郁金；腹胀者加用大
腹皮、降香、丹参。
1.3.2 对照组给予奥美拉唑（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每
日早晨吞服 1 粒（十二指肠溃疡应于睡前服用，以减少空腹时
十二指肠疼痛症状）
，疗程 4 周。幽门螺旋杆菌 Hp（+）者，
加用枸橼酸秘钾胶囊（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口服，4 次/d，1
粒/次，前 3 次于三餐饭前 0.5h 服用，第 4 次于睡前用温水送
服（服药前后 0.5h 不要喝牛奶或服用抗酸剂和其他碱性药物）
疗程 2 周；阿莫西林胶囊，2 粒/次，3 次/d，克拉霉素片，1
片/次，2 次/d，疗程为 2 周。3 个月后评估。
1.4 疗效标准[3]
痊愈：胃镜显示溃疡处以及周围炎症消除；显效：胃镜显
示溃疡消除但是仍有炎症；有效：胃镜显示溃疡面积缩小一半
以上；无效：胃镜显示溃疡面积基本无变化。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6.0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组间显
著性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愈后多反复，在寒冷季节尤易引发，常伴有恶心、呃逆、嗳气、
吞酸、饱闷等症状，把它归为“胃脘痛”范畴。在临床实践中，
还注意到该疼痛喜温喜按，面色多萎黄不华，全身疲倦，比常
人怕冷，手足不温，口淡或多清水，口不作渴，渴亦不多饮，
饮喜热汤，舌质较淡等突出症状。综合以上症状，认为该病的
病机以脾胃虚寒为主。故在治疗上应给予温中扶阳补虚，和里
缓急止痛之法。
黄芪建中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中名方，主治虚劳里急，
诸不足。方中饴糖甘温质润入脾，补益脾气，温养中焦，可缓
急止痛，故为君药。黄芪甘温，补中益气，升举阳气，桂枝温
阳气通络气，芍药养阴血缓疼痛，三者合用，共调阴阳，增强
君药力量，用为臣药。炙甘草甘温益气，既助饴糖、黄芪、桂
枝益气温中，又合芍药酸甘化阴而益肝滋脾，用之为佐。生姜
温胃，大枣补脾，合用以升腾中焦升发之气而行津液，调阴阳，
用之为佐使。上七味配合，于辛甘化阳之中，又具酸甘化阴之
用，共奏温中扶阳补虚，和里缓急止痛之效。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皮下注射本方注射液能降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患者对五肽
促胃液素的敏感性，抑制五肽促胃液素刺激泌酸作用，连续应
用该注射液，患者基础酸排泌量、最大酸排泌量和高峰酸排泌
量均比治疗前显著下降[4]。黄芪建中汤煎剂能降低幽门结扎及
醋酸所致的大鼠溃疡模型的溃疡指数及缩小溃疡面积[5]，本方
煎剂每日按 13.25g/只，分两次灌服，可使胃粘膜压酸法所致胃
溃疡大鼠的溃疡面积、溃疡愈合速度明显升高。
综上所述，黄芪建中汤在制酸、抗溃疡、促进溃疡面愈合
方面有很好作用。在治疗消化性溃疡方面，临床效果明显，值
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中华消化杂志编委会.消化性溃疡病诊断与治疗规范建议(2008,黄山)[J].

结

果

疗程结束后，观察组痊愈 29 例，显效 11 例，有效 4 例，

中华消化杂志,2002,28(7):447-450
[2]王钢.中医内科查房手册[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458-459

无效 5 例，总有效率为 89.8%；对照组痊愈 21 例，显效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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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有效 6 例，无效 13 例，有效率为 72.9%。两组疗效差

社,2002:151-155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幽门螺旋杆菌根除 31 例，

[4]陈馨,等.黄芪建中汤注射液对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制酸作用[J].中草

清除率 90.9%，对照组根除 22 例，清除率 75.8%；两组 Hp

药,1984,14(12):23

清除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优于对

理论专业委员会首次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1988:35

照组。
3

讨

[5]任光荣,等.黄芪建中汤治疗溃疡病的机制[J].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基础

论

消化性溃疡是以长期性、周期性、节律性疼痛为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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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通淋治疗泌尿系结石
Treating urinary calculi by Bushen Tonglin therapy
曾鼎平 方志杰
（湖北省云梦县中医院，湖北
中图分类号：R364.2+5
【摘

云梦，4325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66-01

要】 目的：探讨中医中药排石汤在治疗泌尿系结石的应用价值。方法：88 例肾及输尿管结石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进行比较。对照组以西医为主，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治疗，对照两组疗效，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中西医治
疗组治疗泌尿系结石明显优于单纯西医治疗。
【关键词】 泌尿系结石；补肾通淋；清热利湿排石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CM Paishi decoction on treating the urinary calculi. Methods: 88
cases of renal and ureteral calculi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for comparis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mainly given the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TCM therapy more, compare the effect between two groups,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The effect of TCM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on treating urinary stones.
【Keywords】Urinary stones; Bushen Tonglin; Qingre Lishi Paishi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7
泌尿系结石是临床常见病之一，临床见症以腰部绞痛，擎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n，%）

引腹部，排尿不畅为特征，有时可伴血尿，尤以肾输尿管结石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多发。2010 年 4 月～2011 年 4 月采用补肾益气法治疗该病，

治疗组

48

28

对照组

40

10

取得一定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我院自 2010 年 4 月～2011 年 4 月共收治泌尿系结石 88 例，

男 40 例，女 48 例，年龄 21～68 岁，病程最短 1d，最长 3 年，
平均 8.5 个月。全部病例均经 B 超或泌尿系分泌造影确诊为肾
或输尿管结石，其中肾结石 52 例，输尿管结石 36 例，最大结
石 1cm，最小为泥沙样。
2

治疗方法
所有病例随机分为两组，其中治疗组 48 例，对照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西医的抗感染解痉疗法。治疗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加用清热利湿，补肾通淋之排石汤。方剂组成：川端

4

讨

无效

总有效率（%）

14

6

87.5

8

22

45

论

泌尿系结石属中医“腰痛、淋症”之范畴。如《医宗金鉴•
诸淋证治》指出：
“石淋者，有如沙石，膀胱蓄热而成，正如汤
瓶久在瓶底，府结自碱也”
。故清热利湿排石是治疗泌尿系结石
之常法。陈宝贵教授认为肾虚、气化不利是导致结石积聚不能
排出的主要原因。因此从补肾入手，激发肾气，兼清热利湿通
淋，活血止痛，既加强排石，又减少结石的复发。方中川断、
狗脊性湿，入肝肾经，补肝肾，强筋骨治腰痛为主药；
“三金”
即金钱草、海金沙、鸡内金。鸡内金是临床治疗结石有效之药，
金钱草可利湿通淋，尤善消结石；海金沙利尿通淋止痛。
《本草
纲目》指出：治湿热肿满、小便热淋、高淋、血淋、石淋、茎
痛，解热毒气。鸡内金不仅为消食健脾助运之品，且可消食化

15g，狗脊 15g，金钱草 30g，鸡内金 15g，海金沙 20g，冬

坚，《医学衰中参西录》言：“鸡内金，鸡脾胃也，其中含有稀

葵子 15g，车前子 15g（包煎），泽泻 15g，瞿麦 15g，萹蓄

盐酸，中有瓷、石、铜、铁皆能消化，其善化瘀积可知”
。加入

15g，延胡索 10g，薏仁 30g，甘草 10g。1 剂/d，水煎 2 次，

冬葵子、车前子、泽泻、瞿麦、萹蓄以加强利水通淋之历。现

取 200ml，早中晚口服，7d 为 1 个疗程。

代药理研究证明：车前子不仅有较强的抑制肾脏草酸钙结晶沉

3

积作用，而且有促进输尿管蠕动的作用，尤其适用于输尿管结

治疗结果

石。延胡索活血止痛，薏仁健脾利水，合甘草加强健脾之功，
3.1 疗效标准

脾健则运化水湿之力加强，协助肾之气化作用，加强排石。全

治愈：疼痛消失，复查 B 超结石排出；好转：疼痛明显缓

方以补肾健脾治其本，利水通淋，活血止痛治其标，从而达到

解，结石大部排除；无效：疼痛无缓解，仍然时有发作，结石

标本兼治之目的。但对于较大之结石还是考虑外科干预为妥，

在原位无变化。

以免延误病情。本方对于泌尿系 1cm 以下之结石显然疗效显著。

3.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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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效果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ough variant asthma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黎志义
（空军福州大凤山干休所卫生所，福建 福州，350002）
中图分类号：R256.12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67-02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慢性咳嗽病史 6 年以上，症状以刺激性干咳为主，

夜间咳嗽较剧，肺部听诊及 X 线摄片无异常，排除咽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肿瘤等疾病引起的咳嗽，年龄为 23～73 岁初诊为
咳嗽变变异性哮喘病例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穴位注射加口服索茶碱片、盐酸左西利嗪片、顺尔宁片，
对照组采用口服索茶碱片、盐酸左西利嗪片、顺尔宁片，比较两组治疗 20d 后的疗效。结果：治疗 20d 后，观察组有效率为 92.5%，
对照组为 72.4%，两组比较，差异均非常显著（P<0.01）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效果较好。
【关键词】 咳嗽变异性哮喘；穴位注射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Choosing history of chronic cough for
more than 6 years, irritating cough as the main symptoms, nighttime cough is severe, lung auscultation and X-ray radiography without
exception, exclude pharyngitis, chronic bronchitis, bronchial tumor caused by diseases such as cough, age is 23～73 years old, to begin to
cough variant asthma of 8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n=40);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oint injection and oral theophylline tablets and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singulair pill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theophylline tablets and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singulair pills. Treatment in 20 days compared two groups of curative effect.
Results: Treatment for 20 days later, the efficiency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 and was 72.4% of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of comparison,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ver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cough variant asthma.
【Keywords】 Cough variant asthma; Point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8
咳嗽变异性哮喘又称隐匿型哮喘，是指以慢性咳嗽为主要

注射疗法，穴位注射操作方法：①准备好器材药品：2ml 注射

或唯一症状的一种特殊类型哮喘，无明显气促、喘息等症状，

器 5 支，布地奈德注射液（1mg/2ml）1 支，核酪注射液（2ml/

但有气道高反应性，主要表现来刺激性咳嗽，咳嗽较为剧烈，

支）2 支，75%酒精、消毒棉球、龙胆紫、棉签；②选穴：定

以夜间咳嗽加重为特征，冷空气、灰尘、油烟诱发或加重咳嗽，

喘、肺俞、孔最、丰隆、天突，前 4 个穴位均为单侧；③患者

肺部听诊及 X 线摄片无异常，穴位注射方法操作简单，费用低

坐位，用龙胆紫在上述穴位标记，用 75%酒精棉球在标记穴位

廉，易于接受，临床实用价值高。

消毒，右手持针快速刺入，缓慢提插，待患者有酸胀感后，回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抽无血时将药缓慢注入，每穴 1ml，定喘、肺俞注入布地奈德
注射液，孔最、丰隆、天突注入核酪注射液，2 次/周，20d 为
1 个疗程。

选择慢性咳嗽病史 6 年以上，以刺激性干咳为主，夜间咳

对照组：多索茶碱片：0.4g，2 次/d；盐酸西替利嗪片：10mg，

嗽较剧，肺部听诊及 X 线摄片无异常，排除咽炎、慢性支气管

1 次/d；顺尔宁片 5mg，1 次/d，连服 20d。

炎、支气管肿瘤等疾病引起的咳嗽，年龄为 23～73 岁初诊为

1.3 临床效果评估标准

咳嗽变变异性哮喘病例 80 例，年龄 23～73 岁便秘 80 例，其

有效：咳嗽明显减少，夜间咳嗽少或无，冷空气、灰尘致

中 23～58 岁 52 例，58～73 岁 2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刺激性咳嗽明显减少。无效：咳嗽剧烈程度无变化，夜间咳嗽

组，各 40 例。

无明显减少。

1.2 方法
观察组为口服多索茶碱片：0.4g，2 次/d；盐酸西替利嗪片：
10mg，1 次/d；顺尔宁片 5mg，1 次/d，均空腹服，加用穴位

2

结

果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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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有治脾胃两经之作用，能除痰逐饮功效。孔最为肺经之穴，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n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主治咳嗽气喘，咽喉肿痛等肺系病证。结合多索茶碱片、盐酸

治疗组

40

36

4

90.5

左西利嗪片、顺尔宁片的口服治疗，临床效果甚佳，值得在社

对照组

40

27

14

67.5

区中推广使用。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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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7

及核酪注射液进行穴位注射，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对于治疗咳

[2]董同章.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 23 例[J].临床医学,2011(11):19-20

嗽变异性哮喘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患者临床症状得到了控

[3]宋李冬,都乐亦,吴昆仑,等.穴位贴敷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疗效观察[J].中

制，生活质量也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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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2011,30(12):810

药物对疾病的综合效能。定喘、肺俞为临床治疗支气管炎常用
穴，具有止咳平喘，通宣理肺功效，天突为任脉和阳维脉交会
处，有宽胸理气、止咳平喘作用，位于胸骨柄上方，深部为气
管，是治疗咳嗽、哮喘常用有效穴。丰隆穴是足阳明胃经的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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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更年安神汤治疗围绝经期失眠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menopausal insomnia by
the Gengnian Anshen decoction
王 青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蒙古 包头，014010）
中图分类号：R256.23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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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GDA

要】 目的：对中医治疗围绝经期失眠的方法进行探讨。方法：选择 2010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期间来我院进行治疗的

围绝经期失眠患者 68 例，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的方法，实验组采用自拟更年安神汤进行治疗，治疗后综合
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实验组痊愈 19 例，显效 12 例，有效 4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7.22%；对照组痊愈 14 例，显效
12 例，有效 2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87.50%，两组总有效例数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实验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
结论：采用中医治疗围绝经期失眠具有独到的优势，应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自拟更年安神汤；围绝经期；失眠；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y in treating menopausal insomnia by Gengnian Anshen decoction. Methods: From
2010 May to 2012 May 63 cases of menopausal insomnia in our hospital,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modern medicin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by Gengnian Anshen decocotion, comparison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9 cases were cured, 12 cases markedly effective, 4 cases, 1 cases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97.22%; The control group cured 14 cases, effective in 12 cases, effective 2 cases, invalid 4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87.50%,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reating menopausal insomnia by
TCM has a unique advantage, should be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Gengnian Anshen decoction; Perimenopausal; Insomnia;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39
围绝经期综合征又称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衰退

常见病症，严重影响围绝经期妇女的生活质量。自 2010 年 5

或丧失而造成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随之引起的生殖生理变化

月～2012 年 5 月笔者采用自拟更年安神汤治疗围绝经期失眠

[1]

和自主神经紊乱为主的症候群 。而失眠是围绝经期综合征的

36 例，取得明显疗效，现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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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均来自于我院中医妇科门诊就诊患者。实验组 36
例女性患者，年龄最小 43 岁，最大 57 岁，平均年龄 50.9 岁，
病程 3～6 个月者 14 例，6 个月～2 年者 22 例；对照组 32 例
女性患者，年龄最小者 42 岁，最大者 55 岁，平均年龄 51.2
岁，病程 3～6 个月者 13 例，6 个月～2 年者 19 例；两组女性
患者在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
1.2 诊断标准[2]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关于失眠的诊断
标准。临床症状包括入睡困难，睡不安稳，睡中易醒或醒后
不能再睡；晨醒过早，夜不能入睡，白天昏沉欲睡；睡眠不
足 5h。且有反复发作史。失眠轻重程度分级，①轻度：睡眠
时常觉醒或睡不安稳，晨醒过早，但不影响工作者；②中度：
睡眠<4h，但尚能坚持工作者；③重度：彻夜不眠，难以坚持
正常工作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口服舒乐安定片的方法进行治疗，具体
用药方法为：每晚睡前 0.5h 服用 1mg 的舒乐安定，28d 为 1
个疗程，用药 2 个疗程后观察治疗效果。实验组患者使用自
拟更年安神汤，具体用药为：生石决明（先煎）30g，生龙
骨（先煎）25g，生牡蛎（先煎）25g，生地 15g，白芍 15g，
茯神 15g，制香附 12g，远志 12g，石菖蒲 15g，炒枣仁 20g，
合欢花 15g，夜交藤 30g，在临床用药中，依据个体差异进
行辨证加减。急躁易怒者加白蒺藜 10g，生代赭石 25g，黄
芩 12g；头晕明显者加泽泻 20g，钩藤 20g；郁郁寡欢，精
神不正者加玫瑰花 9g，佛手 6g；肝肾阴虚者加山萸肉 10g，
麦冬 10g；心火旺而失眠多梦者加黄连 3g，莲子心 3g；心
肾不交者加肉桂 6g，黄连 3g；消化不良，四肢倦怠者加白
术 15g，龙眼肉 10g；口苦口渴，大便干结，舌红者加龙胆
草 5g，青黛（包煎）6g；潮热盗汗者加白薇 10g，浮小麦
20g。1 剂/d，水煎分 2 次服。28d 为 1 个疗程，每个疗程间
隔 3～5d，连用 2 个疗程。
1.1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121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疗效标准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相关的疗效标准进
行评定。①痊愈：睡眠时间恢复正常，或夜间睡眠时间>6h，
睡眠深沉，醒后精神充沛。②显效：睡眠明显好转，睡眠时间
增加 3h 以上。睡眠浓度增加。③有效：症状减轻，睡眠时间
较治疗前增加，但<3h。④无效：治疗后失眠无明显改善或反

-69而加重。
2.2 疗效比较
经过治疗，实验组患者 36 例，痊愈 19 例，显效 12 例，
有效 4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7.22%。对照组患者 32 例，
痊愈 14 例，显效 12 例，有效 2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87.50%。
两组患者的实验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3

讨

论

失眠是为绝经期妇女的常见病症，属于中医学“绝经前
后诸证”、
“不寐”的范畴。多项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在
我国妇女绝经期的症状中失眠发生率较高，约为 27.8%～
《灵
60.0%左右 [3]。中医对失眠的认识在《内经》中便有阐述。
枢•邪客》提出：“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
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蹻陷；
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指出失眠的根本病机为阳
不入阴。
围绝经期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步减退至完全消失的一个过
渡时期，
《素问•上古天真论》
：
“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
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由于冲任均系于肾，肾
藏真阴而寓元阳，而绝经前后肾气渐衰，天癸将竭，冲任二脉
逐渐亏虚，精血不足，脏腑失于濡养，易出现阴阳的动态平衡
失调，阴不敛阳，水不涵木，肝肾阴虚或肝阳上亢，阴虚火旺，
则见烘热汗出，烦躁易怒、肾水不足，不能上济于心，心火独
亢，不能下降于肾，心肾不交，阳不入阴，则失眠多梦。此期
由于血液不足，女性生理功能下降，出现月经量少，或绝经。
肾之阴液不足，不能上济心火，使机体处于阴血不足而阳火相
对有余的病理状态。阴虚水不足，不能制火，故心烦失眠不得
卧。治宜养阴柔肝，潜阳安神，交通心肾。自拟更年安神汤中
以生石决明、生牡蛎咸凉清热，益肝阴，潜肝阳，收浮越之正
气，为主药；生地黄、白芍补益真阴，滋水涵木，凉血生血，
柔肝安脾，为辅药；夜交藤滋益肝肾，交合阴阳，合欢花解郁
安神，酸枣仁养肝助阴，宁心敛汗而安神，远志交通心肾，共
为佐药；香附为阴中快气药，引血药至气分，增强诸药活力，
兼能理气解郁，共为使药。诸药合和，共达养阴柔肝、潜阳安
神、交通心肾之功。中医药对于本病的防治，以调整诸脏腑使
机体阴阳气血达到平衡，治疗从本，毒副作用小，日益显示出
优势。
参考文献：
[1]徐婵媛.探讨补益气汤治疗围绝经期便溏[J].陕西中医,2011,32(3):324-325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1993:186-187
[3]姜向坤.浅谈围绝经期失眠[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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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松养心胶囊治疗中老年失眠 32 例
Treating 32 cases of insomnia in theelderly with the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s
贾俊严
（光明医院，北京，100061）
中图分类号：R25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70-01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参松养心胶囊治疗中老年失眠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32 例患者均口服参松养心胶囊 4 粒/次，3 次/d；
治疗 6 周观查总有效率。结果：有效率为男性 78.06%，女性为 83.33%，平均总有效率 80.18%。结论：参松养心胶囊治疗中老年
失眠症患者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参松养心胶囊；中老年失眠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s on treating insomnia in the elderly. Methods: 32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oral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s, 4 per time and three times per day. To observe the efficiency after 6 weeks.
Results: The efficiency in males was 78.06%, females was 83.33%, the average total efficiency was 80.18%. Conclusion: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s have a good effect on treating insomnia in elderly patients.
【Keywords】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s; Insomnia in the elderl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0
例失眠症患者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失眠症诊
断标准，年龄 40～76 岁，排除肝、肾疾病、及重症精神病患
者。其中男 12 例，女 20 例，病程 3～6 年，失眠严重程度睡
眠状况问卷 SQ（26.8±2.5）分。
1

的趋势。睡眠研究专家称失眠为“悄然扩展的流行病”
。失眠有各
年龄组均常见，老年人尤其多见。
参松养心胶囊临床主要用于各种心律失常症，并取得了大量
寻证医学的证据。我们用它治疗失眠症也具有一定的疗效。药物
组成以生脉散为基础配方，益气养阴以治其本，方中人参补益心

服药方法

气麦冬养阴清心，五味子敛气生津，三者合用达益气养阴复脉之

患者治疗前 1 周均不用或停用各种改善睡眠药物。服参松

功效。针对络虚不荣这一病理环节，选用桑寄生，
“补胸中大气”
，

养心胶囊 4 粒/次，3 次/d；连续服用 6 周。

山茱萸、酸枣仁，养心阴，益肝血，三药共补络中气血；同时选

1.1 观察指标

用丹参、赤芍、土鳖虫、甘松活血通络，脉络畅通，气络得养，

每例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后填写 SQ 量表将总分定为睡眠

又配伍清心安神的黄连和重镇安神的龙骨，共奏益气养阴、活血

指数，疗效分为较好、良好、好、差四级。用不良反应评定量

通络、养心安神之功效。老年人失眠的致病之本在于肾虚，致病

表于治疗前后评定。

之标在于血瘀，其治疗应补肾填精治本以养脑，活血化瘀治标以

1.2 治疗前后进行躯体及实验检查

滋脑。活血通络、养血安神、镇静催眠等途径对失眠进行标本兼

包括血、尿、粪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等。
2

结

治。现代药理试验证实，方中补肾药如桑寄生、山茱萸具有调血
脂、抗动脉硬化的作用。活血化瘀药如丹参兼有镇静催眠作用。

果

人参具有滋补强壮、提高血液中血红素的含量、调节中枢神经系
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统的作用，五味子具有益气生津、敛肺滋肾、安神的作用，酸枣
仁养心安神，黄连清心安神，龙骨重镇安神。方中赤芍、土鳖虫、

表 1 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

3

性别

n

治愈

显效

好转

效差

有效率（%）

男性

14

2

7

2

3

78.06

女性

18

3

8

4

3

83.33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有 3 例出现上腹部不适症，程度均较轻。6 周后

甘松活血通络。诸药合用共奏滋补强壮、活血通络、养心安神之
功效。
32 例患者疗效证实参松养心胶囊对中老年失眠症患者睡眠
指标有明显改善作用，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少，病人
耐受性好。笔者在临床观察，一些安定及舒乐安定依赖性患者同
时应用参松养心胶囊一定时间后，可减少服用安定类药物的剂量，

复查肝肾功能及血尿常规均未见异常。

减轻患者对大剂量服用镇静类西药付作用的担心和焦虑。

4

参考文献：

讨

论

睡眠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人的一生中有关 1/3 的时间是

[1]赵润莲,马书霞.参松养心胶囊在老年失眠治疗中的应用[J].临床和实验医

在睡眠中度过的，通过睡眠使疲劳的神经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

学杂志,2006,10

能，精神和体力得到恢复，睡眠直接关系脑的健康，促进脑功能

[2]胡有志,石杰等.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冠心病室性早搏临床研究[J].中西医结

的发育，睡眠还与人体免疫有关。据最近一期全球睡眠中国区调

合心脑血管杂志,2005,3(90)

查结果显示，中国存在失眠的人群高达 42.5%，且此状况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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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栀逍遥散临床验案举隅
Clinical proven cases of Danzhi Xiaoyao powder
杨剑横 1 杨晓乔 2
（1.湖湘中医肿瘤医院，湖南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长沙，410205；2.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卫生学校，四川 成都，610009）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71-02

【摘 要】 丹栀逍遥散其组成为柴胡、当归、白芍、白术、茯苓、炙甘草、生姜等，根据不同症状对患者进行辨证施治，治
疗失眠方以丹栀逍遥散合参麦饮加减，阳强方以丹栀逍遥散加味，痤疮、不孕症方用丹栀逍遥散加减治疗，均已取得良好效果。
【关键词】 失眠；阳强；痤疮；不孕症；丹栀逍遥散
【Abstract】 Danzhi Xiaoyao powder consists of bupleurum root, angelica, white peony, Atractylodes, Poria, licorice, ginger, etc.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ymptoms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patients,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by Danzhi Xiaoyao powder
combined with Shenmai decoction. Yangqiang was treated by Danzhi Xiaoyao powder flavored. Acne, infertility were treated by Danzhi
Xiaoyao powder.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Keywords】 Insomnia; Yangqiang; Acne; Infertility; Danzhi Xiaoyao powd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1
丹栀逍遥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其组成为：柴胡、

生栀子 15g，龙胆草 10g，柴胡 10g，白芍 20g，当归 15g，白

当归、白芍、白术、茯苓、炙甘草、生姜、薄荷、丹皮、栀子

术 10g，茯苓 15g，薄荷 20g，酒大黄 10g，车前子 15g，茵陈

等。主治目弦，口燥咽干，神疲食少，月经不调，乳房胀痛等

30g，水煎服，3 次/d，1 剂/d，服上方 3 剂获效，随症加减 10

症。笔者在临床中运用此方治疗失眠、阳强、痤疮、不孕症，

剂而痊愈。

疗效满意，以食同道。
1

失

眠

患者甲，女，39 岁，于 2008 年 9 月 10 日就诊，患者近 1
个月来入睡困难，易惊，烦躁不安，潮热盗汗，心悸，大便干，
舌红，少苔，脉弦细，中医诊断；不寐。辨证为肝血亏虚，心
阴不足。治宜疏肝补血，滋阴养心，方以丹栀逍遥散合参麦饮

按肝郁气滞，日久化火，伤于宗筋，则阳事易举，胀
痛不适，如《灵枢·经筋》所说：“伤于热则纵挺不收”。
本方疏肝解郁，加清热凉血之生栀子，粉丹皮，龙胆草，
酒大黄和清热利湿之车前子，茵陈，使气机调畅，湿去火
退则愈。
3

痤

疮

患者丙，女，25 岁，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来诊，诊见，

加减；柴胡 10g；白芍 20g，当归 15g，北沙参 15g，麦门冬 15g；
北五味 10g，粉丹皮 10g，焦栀子 15g，白术 10g，茯神木 15g，

近半年来，颜面，胸，背部丘疹时现，颜面，背部尤甚，大

薄荷 3g，炙甘草 6g，夜交腾 30g，合欢皮 15g，青皮 10g，水

便干，口燥咽干，痛经，月经提前，量少，经期丘疹加重，

煎服，3 次/d，1 剂/d，连服 7d，9 月 18 日复诊，诸症减轻，

舌红，苔黄，脉细数，中医诊断：寻常痤疮。辨证属肝脾不

随症加减 7 剂而愈。

调，肝郁血热。治宜疏肝解郁，清热凉血，方用丹栀逍遥散

按心主血，肝藏血，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调节神志，

加减，处方：粉丹皮 10g，焦栀子 15g，生地黄 20g，酸枣

肝血亏虚，而致肝失疏泄，心阴不足，故不能调节精神情志

仁 20g，当归 15g，白术 10g，土茯苓 30g，炙甘草 6g，薄

而不寐，烦躁，潮热盗汗，心悸，大便干洁，舌红少苔，脉

荷 15g，黄芩 15g，酒大黄 10g，野菊花 30g，车前子 15g，

弦细，均系丹栀逍遥散主症，再加参麦饮滋养心阴，丹皮，

水煎服 3 次/d，1 剂/d，服 8 剂而愈。

焦栀子，凉血清热，夜交腾，合欢皮，养心安神，共奏主方
提高疗效。
2

阳

强

患者乙，男，27 岁，2008 年 3 月 10 日来诊，患者诉近 1
个月以来和领导发生矛盾后，每隔 3d，出现不明原因阴茎坚硬
勃起，胀痛不适，诊见，心情急燥，口干苦，小便短赤，舌红，

按本病属肝脾不调，肝郁血虚，血虚生热，血热上熏，热
毒壅积颜面及背部肌肤所致，丹栀逍遥散调和肝脾，疏肝解郁，
再加野菊花，土茯苓，黄芩，酒大黄，清热解毒之功，故治疗
寻常痤疮之肝郁血虚，血热型疗效颇佳。
4

不孕症
患者丁，女，38 岁，于 2009 年 10 月 8 日就诊，多年不孕，

苔黄，脉弦数。中医诊断，阳强，辨证属肝郁化火，治宜疏肝

经期先后不定，经来腹痛，行而不畅，量少色黯，有少许血块，

解郁，清热泄火。方拟丹栀逍遥散加味。处方；粉丹皮 10g，

经前乳房胀痛，精神长期抑郁，烦躁易怒，舌质黯红，苔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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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脉弦。中医诊断：肝郁型不孕，治宜；舒肝解郁，养血健脾，

肝郁之象，方中，当归、白芍养血柔肝，丹皮、栀子凉血，清

丹栀逍遥散加减。处方：当归 10g，白术 10g，白芍 10g，茯苓

热活血，香付、青皮调气解郁，白术、茯苓益脾，花粉生津清

10g，粉丹皮 10g，栀子 15g，香付 10g，青皮 10g，炒枣仁 15g，

热，共奏舒肝、平肝、益脾之效。故治疗肝郁型不孕症疗效佳。

夜交藤 30g，王不留行 15g，橘核 15g，路路通 10g，川楝子 10g，
蒲公英 30g，连服 20 剂而愈。
按本例患者情志不舒，则肝失条达，气血失调，冲任不能
相益，故多年不孕。肝郁气滞，血行不畅，故经前乳胀，经行

作者简介：
杨剑横（1963-），中医学博士，中医副主任医师，主攻方向：中医治
疗肿瘤。

量少，色黯有块，肝郁则情志抑郁，郁而化火，则烦躁易怒，
疏泄失常，则经行先后不定，舌质黯红，苔薄白，脉弦，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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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根治术并配合中药坐浴治疗肛周脓肿 81 例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1 cases of perianal abscess by
disposable radical mastectomy plus TCM bath
雷 彪 1 李东平 2 张 玲 1
（1.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1 级，四川 成都，610075；2.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 成都，610000）
中图分类号：R65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72-02

【摘 要】 目的：探讨治疗肛周脓肿的有效方法。方法：81 例患者均采用一次性根治术并配合中药坐浴的治疗方法。结果：
一期愈合 80 例，需二次手术 1 例。肛门括约肌功能良好，无肛门畸形，无肛门失禁。结论：一次性根治术并配合中药坐浴治疗肛
周脓肿，疗效好，无并发症和后遗症，使患者避免二次甚至多次手术痛苦，并可以缩短病程。
【关键词】 肛周脓肿；根治术；中药坐浴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 effective manner for treating perianal abscess. Methods: 81 cases of perianal abscess were
treated by disposable radical mastectomy plus TCM bath. Results: 80 cases were cured, required reoperation in 1 case. Anal sphincter
function well without anal deformity, no incontinence. Conclusion: Disposable radical mastectomy plus TCM bath had good effect on
treating perianal abscess, no complications and sequelae, so that patients avoided painful surgery twice or several times, and could shorten
the course.
【Keywords】 Perianal abscess; Radical mastectomy; TCM bat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2
肛门直肠周围脓肿（简称肛周脓肿），是指肛管直肠周围

肛周脓肿 49 例，坐骨直肠间隙脓肿 18 例，高位脓肿 14 例。

间隙因发生急慢性化脓性感染而形成的脓肿，属中医学“肛门

内口位置：除 4 例在肛管直肠环以上，其余均在齿线处。本组

痈疽”的范畴，是肛肠科常见病，其发病率占肛肠科疾病的 8%～

81 例，78 例治愈未形成瘘管，3 例形成瘘管，再次手术治愈。

25%，多见于 20～40 岁的男性，男女发病比例约为 3～4∶1[1]。

疗程最短 11d，最长 40d，平均 23d。一次性切开根治术 67 例，

一般习惯的手术方法是首先切开引流，待日后肛瘘形成，再行

一次性切开挂线术 14 例。

肛瘘手术。通过本人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临床观

1.2 诊断标准

察根据不同类型的肛周脓肿实施不同的一次性根治术并配合
中药坐浴治疗肛周脓肿 81 例，收效满意，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年龄：最大者 63 岁，最小者 22 岁。以 25～40 岁最多，
计 58 例，占 71.6%。性别：男性 68 例，女性 13 例。脓肿分类：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发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
效标准》执行[2]，肛门直肠周围脓肿，其诊断标准如下。
局部红肿疼痛，有波动感，一般无明显全身症状者，多位
于肛提肌以下间隙，属低位肛痈，包括坐骨直肠间隙脓肿、肛
周皮下脓肿、括约肌间隙脓肿。出现寒战、高热、乏力、脉数
等全身症状，血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增高，局部穿刺可抽
出脓液者，多位于肛提肌以上间隙，属高位肛痈，包括骨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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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2.1 术前准备
完善常规术前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四
项、心电图等；需持续硬膜外麻醉患者需术前禁食、禁水 6h；
备皮。
2.2 手术方法
患者取左侧卧位于手术台上，麻醉后嘱患者取截石位，常
规消毒肛门周围、肛门、肛管以及直肠粘膜。铺无菌手术巾，

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畅开脓腔，放尽脓液，将一手食指插
入肛内做引导，另一手用探针从切口经脓腔由内口探出，注意
用力要轻，以免造成假道。若内口不明显，可将深大、充血的
肛窦或挤压脓腔时有冲击感，脓腔最薄弱处作为内口处理。彻
底破坏内口以及去除感染的肛窦及肛腺组织。对有怀疑的肛
窦，也做同样的处理。如果脓腔侵及外括约肌、肛提肌等盆底
肌间隙，应将肌间隙做钝性分离，打开肌间隙，保证引流通畅。
如果脓腔已穿过肛管直肠环，将探针从内口或可以的肛窦处探
出，有内口与脓肿的小切口之间，作放射状切口，切开皮肤及
皮下组织，敞开内口和脓腔，显露肛管直肠环。然后将丝线一
端结扎在探针外端近球部处，另一端拴在橡皮筋上，再由内口
拖出，用止血钳将橡皮筋勒紧所通过的肛管直肠环部，以达到
切割引流的目的。再用丝线于止血钳下将橡皮筋结扎固定，防
止滑脱。如果脓腔侵入直肠后或肛门直肠环以上均可使用橡皮
管或者橡皮条引流。仔细观察伤面情况，彻底止血，放置凡士
林纱条引流，塔型垫加压包扎，手术结束，送患者回病房去枕
平卧 4h[3]。
2.3 中药坐浴
术后 48h 内控制排便，每次便后使用中药洗剂（苦参 20g，
芒硝 15g，大黄 15g，五倍子 15g，明矾 10g，地龙 15g，旱莲
草 15g，地肤子 20g，蛇床子 20g，苍术 15g，冰片 10g 等）
坐浴治疗。将上药煎煮得药液约 100ml，加入开水至 1000ml，
趁热先熏 10min；药液稍温后，再将创面彻底浸泡在药液中，
清洗创面污垢；若伤口过多、过大及坐浴不方便者，可用 20ml
空针抽取药液冲洗创面直达深部；坐浴时间约 15min 为宜。
创面清洗后方用肤痔清软膏、油纱局部换药，2 次/d，保持创
面清洁。
2.4 其他治疗
术后使用广谱抗生素 5～7d，可选两种抗生素连用，首选
甲硝唑类，因肛周感染多为厌氧菌感染。凡士林油纱并加用肤
痔清软膏局部换药，2 次/d，保持创面清洁。术后 1 周左右起
开始定期肛诊以检查创口愈合情况，做相应的处理。
3

治疗结果
一次性治愈 80 例，但需 2 次手术者 1 例。创口愈合时间

为 11～40d，平均 23d。无肛门畸形，无肛门失禁。

论

肛周脓肿是常见的肛肠疾病之一，感染是引起该病的主要
原因，其中肛窦炎及肛门腺的感染是肛周脓肿的主要因素，该
病治疗不当，或者误治，容易复发，或造成难治性的肛瘘。能
否彻底处理原发性内口以及感染的肛窦、肛腺组织是脓肿根治
术成功与否的关键。内口的寻找我们的体会是综合运用以下方
法：①肛镜检查；②触摸法；③压迫排脓法；④探针探查；
⑤注入染色剂；⑥索罗门规则；⑦碘油造影。内口的探查在肛
周脓肿的治疗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通过我们的临床治疗观察体会到：①肛周脓肿一旦发生，

观察麻醉效果，待括约肌松弛后，肛内指诊，进一步明确脓肿
的大小、位置、范围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确定切口位置后，切

讨

应尽快切开引流一次性根治。无论肛周脓肿位置的高低，手术
方式的改变是关键。②每天的换药是保证手术成功的另一个重
要环节。如果凡士林纱条引流条摆放的位置不合适，会造成假
愈合。③切口的大小，分情况而定，脓腔位置深，脓腔大，体
格壮者，切口相对大，反之则切口相对小。切口的大小深浅以
保证引流通畅为原则。④术后创面中药坐浴，中药方中苦参苦
寒，清热燥湿，芒硝有祛腐生肌、清热消肿，共为君药；大黄
苦寒，活血化瘀能力较强，其主要包括蒽醌衍生物，现代研究
确认蒽醌类化合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力强，能抗炎止血[4]，
五倍子酸涩寒，有收湿敛疮之功，明矾酸涩寒，有解毒止痒、
收敛止血之效，地龙咸寒，有清热通络止痛之力，且含多种氨
基酸成份，现代药理研究地龙具有增强免疫、抗菌等作用，旱
墨莲有凉血止血镇痛，此五味加强君药清热燥湿之功，并可以
消肿止痒，活血止痛共为臣药；地肤子清湿热，蛇床子解毒杀
虫、燥湿，苍术长于祛湿外用止血，冰片清热散毒用于疮痈疳
痔，共为佐药。全方苦寒并用，共奏清热燥湿止痒、活血祛瘀、
消肿止痛之功。坐浴熏洗，是利用药物煎汤乘热在皮肤或患处
进行熏蒸、淋洗的治疗方法，借助药力和热力，通过皮肤黏膜
作用于机体，促使腠理疏通，脉络调和，气血流畅；药液的浸
泡清洗又能让创口洁净，祛除毒邪，从而达到预防、治疗疾病
的目的。
综上所述，一次性根治术并配合中药坐浴是肛周脓肿切开
引流术的一种改良方式。在肛周脓肿的治疗方法中是一种优良
的方式，而其他的内、外治法，只可作为手术前后的辅助疗法。
从客观上真正缩短了病程，提高了疗效，减少了患者的痛苦，
节约了医疗费用，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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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亮主任医师重用玄参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经验
Experience of SUN Wen-liang for treating diabetic foot ulcers with Xuanshen
郭建辉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0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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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糖尿病足溃疡是严重糖尿病并发症。孙文亮主任医师重用玄参清热养阴，凉血解毒，走血分以退瘀火，行经络来
消痈毒，治疗糖尿病足溃疡往往收到良效。
【关键词】 玄参；糖尿病足；辨证论治；名医经验
【Abstract】 Diabetic foot ulcer is serious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SUN Wen-liang uses Xuanshen to treat diabetic foot ulcers.
Qingre Yangyin, Liangxue Jiedu, annealing and sterilizing. He often receives good effect.
【Keywords】 Xuanshen; Diabetic foot; Differential treatment;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3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之一，是由于周围神经病变和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玄参有缓解血管痉挛、抑制血小

感染双重原因引起的临床以下肢麻木、刺痛、发凉、间歇性

板聚集、增强纤维蛋白溶解酶活性、抗炎、调节免疫功能

跛行，继而出现溃疡、坏疽为特征，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

及抗菌抗炎等作用；玄参具有较强的抗内毒素活性，可降

死的主要原因。本病属于中医消渴病并发“脉痹、脱疽”病

解、破坏内毒素。所以，重用玄参滋阴清热，活血通络，

等范畴。治疗较为棘手，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足有较好的疗效。

达到标本皆治的作用，对糖尿病足溃疡具有较好的临床疗

孙文亮主任在辨证基础上重用玄参治疗糖尿病足多年，效果

效。

显著。笔者做为其学术继承人跟师学习，现将其经验整理如
下。
1

糖尿病足溃疡属中医“消渴脱疽”范畴，是阴虚血瘀、
化热生毒的结果。玄参具凉润活泼之性，可走血分以退瘀

糖尿病足溃疡的中医病机认识
中医学古籍文献中没有关于糖尿病足具体病名的记载，

类似糖尿病足的记载多散在于消渴、脱疽等病证之中。如《诸
病源候论·消渴候》曰：
“其病变多发为痈疽。”
《圣济总录·消
渴门》曰：“消渴者……久不治，则经络壅涩，留于肌肉，
发为痈疽。”《卫生宝鉴》曰：“消渴病人足膝发恶疮，至死

火，能行经络来消痈毒。因此，重用玄参治疗糖尿病足溃
疡往往收到良效。临床常用量轻者 10～15g，小剂量偏于
清热养阴。重者用量宜大，30～60g，重剂偏于养阴解毒活
血。
3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62 岁。2008 年 4 月初诊。患者左足溃疡不

不救。”《诸病源候论·消渴病储论》云：“津液竭，则经脉

愈 3 月余。既往有 2 型糖尿病史 9 年，经调整使用胰岛素后，

涩，经脉涩，则营卫不行，热气留滞，故成痈疽。”

血糖控制达标，血常规正常，但左足溃疡未见好转。刻诊症见

这些中医学古籍文献说明，糖尿病足乃消渴病的继发
病，且难以治愈。
2

玄参的功效及应用

口干，大便秘结，皮肤干燥，双足麻木有灼热感，左足底溃疡
面积约 3cm×2cm，肉芽干瘪暗红，少量粘性渗出，舌质红少
津，脉细涩。证属阴虚血瘀，治以养阴活血，解毒敛疮法。处
方：玄参 50g，银花 30g，当归 15g，丹皮 12g，赤芍 12g，牛

玄参为是在临床常用中药之一，有元参、浙玄参、黑参、

膝 10g，地龙 10g，甘草 6g。1 剂/d，水煎分 3 次服用。服药

乌元参等之称，其味甘、苦、咸，性微寒，归肺、胃、肾经，

10 剂，自觉症状明显好转，伤口肉芽始变鲜活，有向中央缩口

功效清热凉血，泻火解毒，滋阴，既可祛外感之风热，又可去

之势。继服上方 20 剂，溃疡愈合。随访 6 个月，未见复发。

内脏之郁热，寒而能补，滋而不腻。
《本草正义》言：
“玄参，
禀至阴之性，专主热病，味苦则泄降下行，故能治脏腑热结等
证。味又辛而微咸，故直走血分而通血瘀。亦能外行于经隧，
而消散热结之痈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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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红教授治疗肝气犯胃型胆汁反流性胃炎的经验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YANG Guo-hong for
treating Ganqi Fanwei type bile reflux gastritis
许 瑾 杨国红
（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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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胆汁反流性胃炎是常见的慢性胃病之一，临床上以肝气犯胃型多见，杨国红教授运用中医药辨证治疗肝气犯胃型
胆汁反流性胃炎，疗效显著。
【关键词】 肝气犯胃型胆汁反流性胃炎；中医药治疗；治疗经验
【Abstract】 Bile reflux gastritis is one of the common chronic stomach trouble, the Ganqi Fanwei type was common in clinical.
Professor YANG Guo-hong treating Ganqi Fanwei type Bile reflux gastritis by TCM differentiation therapy, the effect was significant.
【Keywords】 Ganqi Fanwei type bile reflux gastritis; TCM differentiation therapy; Treatment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4
胆汁反流性胃炎指由于十二指肠、胃窦协调运动产生障

木土乘克的关系，若忧思恼怒气郁伤肝，使肝失疏泄，郁而化

碍或幽门功能不完全等原因引起的包含过量胆汁的十二指

火，胆汁排泄不畅，肝气横逆，势必克脾犯胃，致气机阻滞，

肠液反流进入胃部，导致胃黏膜表面的粘液屏障遭到破坏，

胃失和降，胃气上逆而发生本病。

黏膜水肿充血，黏膜上皮受到损伤等造成的炎症改变。胆汁

中医治疗上应以清肝利胆、和胃降逆为治则。常用的方药

返流性胃炎与情志及压力关系密切，因此随着目前人们工作

有柴胡疏肝散方加减、黄连温胆汤加减、半夏泻心汤加减等，

以及生活压力增大，患胆汁返流性胃炎的患者也越来越多，

必要时可联合解郁丸口服，辅以中医特色疗法如：药棒穴位按

此病可使患者出现胃脘灼痛、胁胀苦满、口苦、呕恶、暖气、

摩疗法、拔罐疗法、电针疗法（取穴：中脘、内关、足三里、

泛酸、纳差、胃内嘈杂等胃脘不适症状。导师杨国红教授长

内庭、天枢、关元等）以疏肝健脾，同时注意多与患者沟通、

期从事脾胃肝胆病的临床研究，本人从师学习已有 2 年，现

并嘱其家人及朋友多关心、体贴患者，疏导患者情致舒畅，减

从中医方面就导师在治疗肝气犯胃型胆汁反流性胃炎的经

轻患者心里负担及压力。

验进行浅谈。
1

病

名

3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52 岁，2012 年 8 月 10 号初诊，患者 1 周前

胆汁反流性胃炎是胆汁反流入胃引起胃粘膜充血水肿，甚

因生气后出现泛酸、烧心、口干﹑口苦，伴有右胁及胃脘胀痛

至糜烂的炎症改变，胆汁返流性胃炎为西医病名，此病中医本

症状，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黄，脉弦。门诊查胃镜示①

无明确病名，根据此病患者常出现的症状如：胃脘灼痛、胁胀

慢性食管炎；②胆汁返流性胃炎。西医诊断为“①胆汁返流性

苦满、口苦、呕恶、暖气、泛酸、纳差、胃内嘈杂等。因此可

胃炎；②慢性食管炎”
。中医诊断为“泛酸”
，证属肝气犯胃，

将本病中医归属为“胃脘痛”
、
“嘈杂”
、
“反胃”、
“呃逆”
、
“痞

治以清肝利胆、和胃降逆。

症”等疾病范畴。
2

病因病机及治疗
按“肝随脾升”
、
“胆降胃降”理论，本病病位涉及脾胃肝

方药：金钱草 30g，川楝子 10g，延胡索 15g，黄芩 10g，
黄连 6g，三七粉 3g（冲服）
，白芨 15g，海螵蛸 30g，瓦楞子
30g，陈皮 10g，枳壳 10g，木香 10g，槟榔 10g，刀豆 10g，竹
茹 10g，炙甘草 3g。14 付，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胆，以脾胃为本，肝胆为标，因肝失疏泄，胃失和降，胆气上

二诊：服上药 2 周后，泛酸﹑烧心、口干﹑口苦症状较前

逆引起，《灵枢·四时气》有记载“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

明显减轻，右胁及胃脘胀痛基本消失，自诉几天来食欲差，守

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常见的有肝气犯胃，脾

上方去川楝子，延胡索，黄连，加山楂 15g，炒麦芽 30g，神

胃湿热，脾胃虚寒，气滞血淤等证型，由于饮食所伤，嗜肥甘

曲 10g。14 付，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厚味或情志不舒，肝气郁结，均可引起脾胃肝胆气机逆乱，胆

三诊：2013 年 1 月 14 号三诊，患者 1 周前再次因生气后

汁乘虚上逆发为本病，临床上以肝气犯胃型胆汁返流性胃炎最

出现泛酸、腹胀、纳眠可，二便调，舌淡苔白腻，脉弦。门诊

为多见，病机主要为：肝喜条达，恶抑郁，主疏泄，肝与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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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散结法治疗乳腺增生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cyclomastopathy by
the Shugan Sanjie method
孙永强 杜业勤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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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疏肝散结法治疗乳腺增生的方法和疗效进行研究。方法：选取 68 例乳腺增生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结果：治疗组 36 例，总有效率 97.22%，对照组 32 例，总有效率 81.25%，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大于对照组。结论：疏肝散结法
内服药加手法穴位治疗乳腺增生疗效可靠，值得推广。
【关键词】 疏肝散结法；乳腺增生；疗效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method and efficacy of treating cyclomastopathy by Shugan Sanjie method (Dispersing the
depressed liver-energy and eliminating stagnation). Methods: Choosing 68 cyclomastopathy patients and dividing them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 group. Results: There are 36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is 97.22%; there are 32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is 81.25%.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Combining Shugan Sanjie internal medicine with acupuncture point massage is very effective on treating cyclomastopathy, so deserves to
be popularized.
【Keywords】 Shugan Sanjie method; Cyclomastopathy; Efficacy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5
乳腺增生病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乳房疾病，其发病居乳房疾
病首位，好发于 20～45 岁的中青年女性，主要表现为乳房胀
痛和乳房肿块，并随月经周期和情绪波动变化，我科门诊根据

次/d 口服。服药 40d 进行疗效评价。
3

按照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外科学会乳腺病专题组制定的标

来就诊患者多为肝郁气滞型这一临床规律，拟定疏肝散结法治
疗乳腺增生，效果满意，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为 2008 年 1 月～2011 年 1 月在我院中西医结合

科门诊就诊的乳腺增生患者 68 例，年龄 21～53 岁，平均年龄
38.6 岁，病程 1 个月～6 年，平均 8.4 个月，已婚占 61.76%，
未婚占 38.24%。本组患者根据 2002 年中华中医外科学会乳腺

准判断疗效[2]。治愈：乳房结节消失，乳痛消失并月经恢复正
常；显效：乳房结节变软，直径缩小 1/2 以上，乳痛消失或月
经基本正常；有效：乳房结节变软，直径缩小不足 1/2，乳痛
减轻或月经不调部分改善；无效：乳房结节无缩小，乳痛无缓
解及伴发的月经不调无改善。
4

准》 确诊为乳腺增生病，并辨证为肝郁气滞型。
2

方

法

治疗组：自拟疏肝散结方：醋柴胡 12g，赤芍 12g，枳实
10g，炙甘草 10g，白芍 12g，茯苓 12g，香附 10g，醋莪术 10g，
王不留行 10g，橘核 10g，橘叶 10g，夏枯草 10g，仙灵脾 10g，
当归 10g。脾虚湿甚加制半夏、陈皮、茯苓、白术；痛甚加红

结

果

两组疗效比较：治疗组 36 例，治愈 9 例（25%）
，显效 15

病专业委员会第 8 次会议通过的《乳腺增生症中医辨证分型标
[1]

疗效判断

例（41.67%）
，有效 11 例（30.55%）
，无效 1 例（2.78%）
，总
有效率 97.22%；对照组 32 例，治愈 4 例（12.5%）
，显效 10
例（31.25%）
，有效 12 例（37.50%）
，无效 6 例（18.75%）
。总
有效率 81.25%，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大于对照组。
5

讨

论

肝主疏泄，善条达而恶抑郁，若七情过度，肝失疏泄，

花、桃仁、三棱、丹皮、丹参；肿块大、痰湿甚加贝母、海藻、

气机运行失调，导致气机不畅，气滞血瘀，痰凝而发病，出

昆布；乳痛寒甚、月经不调加鹿角霜、白芥子、仙茅；胸膈满

现双侧乳痛、乳胀，肿块随喜怒消长，伴胸闷、乳房胀痛。

闷加青皮、瓜蒌、木香。中药 1 剂/d，水煎服，20d 为 1 个疗

乳腺增生早期病机以肝郁气滞为主，拟疏肝散结法，内服中

程，配合自助手法按摩厥阴经穴位：中冲、内关、天池、曲泉、

药疏肝通络，手法按摩厥阴经穴位，开达厥阴，调适中焦。

太冲、期门、章门、鸠尾、中脘、关元、肝俞，每穴 3～5min，

治疗肝郁气滞型乳腺增生，可达内外协同治疗之效，能共同

每日按 5 个穴位，交替使用以上穴位。治疗 2 个疗程进行疗效

缓解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调节乳腺在经前的过度增生和经后

评价。

的复原不全。

对照组：服用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产平消胶囊 6 粒，2

所拟疏肝散结方以柴胡疏肝散为基础，并根据乳腺增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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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配伍规律[3]在临床上的加减运用，如柴胡、白芍，疏肝之

者。临床以疏肝散结法为主线，随症加减，配合手法按摩，每

中敛肝，升阳之中敛阴，补肝体而和肝用，可治疗情志不遂、

每获效。

肝气郁结所致胸胁苦满，两胁及乳房胀痛，月经不调等。香附、
木香能行气健脾，又能疏理肝胆，可治脾失运化，肝失疏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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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安神片治疗失眠 40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insomnia with
Yangxue Anshen pills
沈 嫱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
中图分类号：R2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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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77-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养血安神片治疗失眠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用养血安神片，3 次/d，
5 片/次，对照组用艾司唑仑，每晚睡前 1mg，半个月为 1 个疗程。连续 2 个疗程评价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2.5%，对照
组总有效率 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养血安神片具有改善睡眠的作用，价格低廉，无毒副反应。
【关键词】 养血安神片；失眠；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Yangxue Anshen pills on treating insomnia.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Yangxue Anshen pills, 3 times a day, 5 tablets each tim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Estazolam, every night before going to bed 1mg, half months for a course. The clinical efficacy were evaluated after 2 courses of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2.5%, and 65% i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Yangxue Anshen pills have improved the role of sleep, inexpensive, non-toxic side effects.
【Keywords】 Yangxue Anshen pills; Insomnia;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6
睡眠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人类生命活动的 1/3。

家卫生部颁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失眠的诊断

良好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基本需要。失眠中医称之为“不

标准。按就诊奇偶顺序分为两组，奇数组（治疗组）40 例，男

寐”，系经常不能正常睡觉为特征的一种病症，主要表现为睡

16 例，女 24 例，年龄 42～76 岁，日平均睡眠 2～4h，病程 3

眠时间不足，轻者入睡比较困难，或者时睡时醒，或醒后就不

个月～10 年。偶数组（对照组）40 例，男 18 例，女 22 例，

能再次入睡，重者彻夜不眠。严重影响人体健康。目前由于社

年龄 44～45 岁，日平均睡眠 2～4h，病程 5 个月～10 年。两

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加快，以及人口老龄化及疾病谱的

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改变，失眠的发病率急剧上升[1]。笔者于 2010 年 10 月～2012

有可比性。

年 12 月应用养血安神片治疗失眠取得了较好临床效果。现总

1.2 治疗方法

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观察患者 80 例均来自门诊，人选病例标准参照 1993 年国

治疗组选用上海海虹实业（集团）巢湖今辰药业有限公司
制造的养血安神片，3 次/d，5 片/次。对照组选用艾司唑仑，
每晚睡前 1mg。两组均以 15d 为 1 个疗程，连续 2 个疗程评价
疗效。
1.3 疗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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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参照《精神疾病治疗效果修正草案》中失眠的疗效标准[3]。
痊愈：睡眠时间恢复正常或睡眠时间在 6h 以上，睡眠深，醒

2

结

果

2.1 疗效比较

后精力充沛；显效：睡眠明显好转，睡眠时间增加 3h 以上，

治疗组治愈 8 例，显效 13 例，有效 12 例，总有效率 82.5%；

睡眠深度增加；有效：睡眠时间较前有所增加，但增加不足 3h；

对照组治愈 7 例，显效 12 例，有效 10 例，总有效率 72.5%。

无效：失眠无明显改善或反加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8（20.00）

13（32.5）

12（30.00）

7（17.50）

82.5

对照组

40

7（17.50）

12（30）

10（25.00）

11（27.5）

72.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不良反应
治疗组未出现不良反应。对照组有 3 例病人出现头昏，1
例乏力。
3

讨

论

眩、失眠多梦等症。现代药理研究：本品具有提高机体非特异
性免疫功能，消除氧自由基以抑制 5-脂氧酶，并有镇静、镇痛、
抗癌等作用。我处就诊的患者大部分为老年人，多为寒性体质，
上述药物都性温，且具有补脑的功能，能治疗因为“寒”导致
的恍惚健忘，失眠心悸等。本临床结果表明养血安神片具有明

失眠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是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的一个

显促进入睡，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服用方便，与艾司唑仑相

重要健康问题。发病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国

比，无毒副反应，亦无药物依赖性。病员易于接受。充分发挥

内外流行病学资料统计，大约 40%的人出现过睡眠障碍，随着

了中医药的临床优势。

生活节奏的改变，生活的习惯和环境都影响睡眠，长期失眠可
引发多脏器功能紊乱和免疫功能低下，可并发溃疡病、高血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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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产生药物依赖及不良反应。给病人造成痛苦。而养血安神
片方中是用生地黄、熟地黄、首乌藤、仙鹤草、鸡血藤、墨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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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补养阴血，养心安神。地黄
具有滋阴补肾之功效。墨旱莲能补益肝肾之阴，能治疗头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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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胃镜示：慢性浅表性胃炎。方药：陈皮 15g，清半夏 20g，

祖国医学便认识到本病的发生与肝胃失和有关，《内经》以胆

黄连 10g，茯苓 30g，枳壳 10g，木香 10g，槟榔 10g，海螵蛸

邪逆胃，胆虚上溢所致胆胃不和，气机不降立论，如《素问·六

30g，瓦楞子 30g，贝母 15g，刀豆 20g，山楂 15g，麦芽 30g，

元正纪大论》中曰：“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灵

神曲 10g，党参 10g，炙甘草 5g。14 付，水煎服，1 剂/d，早

枢·四时气》中云：“善呕，呕有苦……邪在胆，逆在胃，胆

晚分服，服至 20 剂，随访 4 个月未见复发。

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提出了胆胃相悖、升

按语：患者素体情志易怒，故使得肝失疏泄，胆失通降，

降失常导致胆液上逆于胃的病因病机。现代医学认为，本病的

胆汁排泄失畅，肝气郁结，郁而化火，横逆犯胃，胃失和降，

发生多因情志损伤，疏泄失常，肝胆气逆，使得胆液上犯，扰

胃气上逆，因而出现上述诸症，故用金钱草疏肝利胆；黄芩、

于胃脘，导致病人出现口苦、泛酸烧心、胃脘疼痛等症，因此

黄连清热燥湿解毒；延胡索与川楝子联合可疏肝行气止痛；

清肝利胆、和胃降逆为本病治法。

陈皮、枳壳行气和胃；木香配槟榔行气宽中，疏肝解郁；刀

患者甲有口干、口苦症状，并有明确的情志不畅导致发病

豆、竹茹降逆胃气；白芨、珍珠粉收敛生肌；瓦楞子、乌贼

的病因，因此导师治疗本病选用金钱草疏肝利胆，清热利湿；

骨、浙贝母制酸。二诊时患者泛酸﹑烧心、口干、口苦减轻，
黄连去之，右胁及胃脘胀痛基本消失，故川楝子、延胡索去
之，防止疏肝理气太过，并加以党参益气健脾，因患者食欲
差，又加以山楂、炒麦芽、神曲健胃消食，方证相符，随证
加减，疗效突出。
4

体

黄芩、黄连加大清热燥湿之功效，延胡索，川楝子行气止痛，
在其利胆清热，行气止痛基础上加以和胃健脾之品，如：陈皮、
枳壳、木香、槟榔等，使得肝气得以疏泄，脾胃功能得以调节，
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故疾病得以治之。

会

关于胆汁返流性胃炎的病因病机，早在战国及秦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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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的观察与护理
Observation and nursing of 20 cases of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disease
高 瑞
（河南省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79-02

郑州，450007）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提高产科护理质量，寻找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产妇的有效护理方法。方法：对 20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
产妇进行了心理护理、一般护理、特殊药物治疗的护理、血压观察及胎儿监测的护理、子痫发作时护理、产后护理等几项综合护
理措施。结果：20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产妇经规范治疗和全面有效护理，无子痫发生，无其他并发症，无孕产妇死亡，均治愈
出院且母子平安。结论：认真观察和耐心细致的护理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治愈成功的前提和关键。
【关键词】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临床观察；护理方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bstetric care, seeking the effective nursing method of maternal hypertensive
disorder complicating pregnancy. Methods: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nursing, special nursing, observation of blood pressure medication
and fetal monitoring nursing, eclamptic seizure, nursing care, postpartum several comprehensive nursing measures of maternal 20 cases of
hypertensive disorders in pregnancy. Results: 20 cases of hypertensive disorder complicating pregnancy pregnant women after standard
treatment and comprehensive care effectively, without eclampsia, no other complications, no maternal death, were cured and the safety of
the mother. Conclusion: The premise and key of successfully treated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disorder complicating pregnancy were
careful observation and careful nursing.
【Keywords】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disease; Clinical observation; Nursing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7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由于全身小动脉痉挛引起孕妇高血
压、水肿和蛋白尿，是产科的重要并发症。一般多在妊娠 20

2.2.1 心理护理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产妇会出现头痛、恶心、呕吐、水肿等

周后发病，部分孕妇只表现为一过性的高血压、蛋白尿，分娩

症状，病人及家属对自己病情的相关知识缺乏了解，多存在紧张、

后症状消失；其病理改变是全身小动脉痉挛，使全身各系统脏

忧虑，担心孕妇的安危、胎儿的生长发育和安危，对是否能顺利

器血液灌注量减少；临床表现以高血压、水肿、蛋白尿为主，

分娩心存疑虑，承受着疾病和胎儿双重困扰，易产生心理不平衡，

治疗以解痉、降压、镇静，尽可能延长孕周，保证母婴安全为

紧张焦虑以及恐惧的心理。我们应及时做好孕妇心理、生理、社

目的。尤其是重度妊高症容易导致产妇发生子痫、心功能衰竭、

会、文化评估，针对不同的状况开展心理干预[2]。我们要尽量

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影响母婴的生命和生存质量，是孕产妇死

满足病人的各方面需求，尽快和孕产妇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情进一步发展，血压

耐心细致地解答孕产妇的疑问，关心胎儿的状态，及时检查胎

升高至 21.3/14.6kPa（160/110mmhg）或更高，可有不同程度的

心，增进与产妇的心理沟通，告诉他们过分的焦虑恐惧会更加

水肿并有一系列自觉症状出现，此阶段分为先兆子痫和子痫[1]。

重病情的发展，协助孕产妇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耐心地给孕

提高对该病的护理质量是提高产科护理质量的重要环节。现将

产妇讲解，只要正确对待，正规治疗，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护理体会总结报道如下。

是不会影响到胎儿的，消除其紧张和恐惧，取得患者的信任和

2

研究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资料

支持，让她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有效控制
病情。
2.2.2 一般护理

我院自 2012 年 1 月～6 月收治的 20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指导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产妇注意饮食营养的均衡搭配，

孕产妇，年龄 20～36 岁；5 例为经产妇，15 例为初产妇；孕

多摄入维生素、蛋白质、铁、钙、锌等微量元素丰富的食物，

周 32～39 周；轻度妊娠高血压产妇 12 例，中度妊娠高血压产

严格限制钠盐的摄入量，以减轻钠水潴留[3]。尽可能给产妇安

妇 5 例，重度妊娠高血压产妇 3 例。孕前均无高血压，糖尿病，

排单间，嘱孕产妇应绝对卧床休息，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尽量

癫痫，肾炎及脑血管病史。8 例患者入院前 1h 至数天前有不同

保持安静，各项护理操作要集中，病房要有窗帘遮挡。保持静

程度的头昏、头痛、视物模糊等不适入院，其余无明显不适，

脉通道畅通，以按时输入各种药物，同时备好急救物品及药品。

经过严密观察和精心护理，患者均顺利度过围生期，母婴安全，

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和出入量，如有异常，及时通知医生采取有

避免了并发症的发生。

效的治疗和护理措施。产前应按时听胎心，观察宫缩情况及教

2.2 方法

会产妇自数胎动，观察有无阴道分泌物，有无阴道流血及胎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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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早破。嘱咐孕妇左侧卧位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

当确保产妇会阴的干燥、清洁，对于会阴侧有缝线的，应当每

2.2.3 特殊药物治疗的护理

天检查产妇缝线处情况。剖宫产术后病人应注意卧床休息，严

在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产妇进行治疗时，主要依据的原

密观察宫底高度，阴道流血及腹部切口渗血情况，防止出现肺

则为利尿、扩容、降压、解痉、镇静等；硫酸镁是妊娠期高血

水肿，肾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等。可根据病情鼓励产妇早日

压病治疗过程中的首选解痉药物，对于预防、控制患者子痫的

下床活动，促进盆腔及下肢血液循环，使恶露加快排出。此外，

发作几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护理人员应加强硫酸镁

应耐心指导排奶技巧及母乳喂养姿势。

的用药护理[4]。在对孕产妇使用硫酸镁时，必须注意控制速度，
静脉输注 25%硫酸镁时速度控制在 15～20 滴/min（一般在 1～

3

结

果

2g/h）
；深部肌肉注射时可加利多卡因，同时局部热敷，在加速

经规范治疗和全面有效护理，20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产

药物吸收的同时，也减轻了对局部的刺激。用药前应当确定产

妇无子痫发生，无其他并发症，无孕产妇死亡，均治愈出院且

妇是否有膝腱反射存在，每小时尿量是否能够保证大于 30ml，

母子平安。认真观察和耐心细致的护理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

孕产妇每分钟呼吸次数是否大于 16 次，以上情况均能保证后

者治愈成功的前提和关键。

才可以使用。如果孕产妇用药后出现中毒症状或者膝腱反射减

4

弱时，应当及时停止给药，并注射 10%葡萄糖酸钙注射液，以
便能够缓解产妇的镁离子中毒症状。如果采用冬眠合剂来达到
镇静降压的作用时，应密切监测产妇的血压变化；应用利尿药
后要观察有无低钾表现；应用大量镇静剂和降压药时应注意预
防体位性低血压；应用硝普钠时应注意避光；应遵医嘱及时用
药，临床观察中如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以便及时处理。
2.2.4 血压观察及胎儿监测的护理
妊娠期高血压病病人血压的监测尤为重要，血压的稳定与
否直接关系着围生期的结局。给予轻症病人每天 4 次测血压，
重症病人 2～4h 测血压 1 次，并做好记录，有头痛、头晕等不
适者立即报告医生，备好急救用品，防止并控制子痫的发生，
保证母婴安全。定时听胎心、数胎动必要时用胎儿监护仪监测
胎儿情况，随时可掌握胎儿宫内情况，给予吸氧，增加血氧含
量，改善子宫胎盘的血氧供应，以增加胎儿氧的供应。
2.2.5 子痫发作时护理
一旦患者出现头痛、眼花、胸闷、上腹不适的症状时，护
理人员应警惕患者随时出现抽搐的可能，并将患者移至单人病
房，绝对卧床休息，由专人护理，患者禁饮食，平卧、头侧向
一侧，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窒息。将卷有纱布的压舌板置于
上下臼齿之间，防舌咬伤；在制止抽搐的同时给持续低流量吸
氧，不仅可以减少脑水肿，而且还改善胎儿宫内窘迫。密切观
察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留置尿管，记录出入水量，预防
并发症的发生。昏迷患者定时翻身防压疮发生，给予预防性使
用抗生素，观察胎心变化及有无宫缩，子痫控制 2h 后考虑终
止妊娠[5] 。抽搐时勿用力牵拉和按压患者，防止肌肉损伤及骨
折。抽搐停止后应严密观察生命体征，及时用药控制血压防止
再抽搐，留置尿管，记录 24h 出入液量。
2.2.6 产后护理
结束妊娠后，一般患者的血压和水肿很快好转，但病情很
不稳定，
产妇在成功分娩后的 1～5d 内仍然有出现子痫的可能，
产后子痫多发生于产后 24～10d 内[5]。产前大量应用镇静、解
痉药物，容易导致宫缩乏力，因此，护理人员应当密切监测产
妇的阴道流血和子宫收缩、尿量、生命体征等情况，并给予持

讨

论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由于全身小动脉痉挛致全身各脏器
功能障碍的一种妊娠期特有的症候群，为产科四大死亡原因之
一，严重影响母婴健康，是孕产妇和围生儿病及死亡率的主要
原因[5]。其主要治疗原则是轻度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以休息为主，
确保充足的蛋白质、维生素、钙和铁的摄入，必要时给予少量
的镇静剂；中、重度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以解痉、镇静、降压、
利尿、扩容，适时终止妊娠为原则。此外，对于妊娠期高血压
疾病患者的综合护理也是非常重要。而现代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提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不仅与生物因素有关，
而且与心理和社会因素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患者可因心理、环境等因素而加重病情，诱发子痫，影响治疗
效果。因此，提高孕产妇及其家属对于妊娠高血压疾病的认识，
加强孕期保健、及时就诊，对于降低孕产妇及新生儿的病死率
极为重要[6-7]。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在进行行之有效的治疗
的同时，从心理护理、保健指导、专科护理等方面加强对患者
的护理，可以保证治疗效果，稳定病情，减少院内子痫和并发
症的发生，促进患者早日康复，从而提高产科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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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心电监护和吸氧，防止产后大出血的发生，及早发现产妇的
子痫情况，进而采取措施予以处理。对于自然分娩的产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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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铁和锌的缺乏与干预
Lack of iron and zinc in children and intervention
费 燕 解 畅
（天津市北辰区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天津，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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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营养性铁缺乏和锌缺乏是严重影响儿童健康的常见营养素缺乏问题，是威胁发展
中国家 2 岁以下幼儿身心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铁和锌缺乏症每年引起约数万名 5 岁以下儿童死亡。婴幼儿是铁和锌缺乏的高危
人群。造成缺铁的原因与膳食中铁摄入不足以及吸收铁生物利用率低等有关，饮食摄入不足或吸收不良是发展中国家婴幼儿期锌
缺乏的常见原因。铁缺乏可影响免疫功能，增加婴儿感染的风险；锌缺乏可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造成生长发育和精神发育迟缓
以及行为发育障碍，是引起 2 岁以下幼儿生长发育迟缓的主要原因之一。补充营养素以及应用营养素强化食品可减少儿童铁和锌
缺乏的发生，并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应作为优先推荐的干预措施，降低儿童铁和锌缺乏的患病率，改善儿童营养状况。
【关键词】 儿童；铁和锌缺乏；危害；干预
【Abstract】 Research Report WHO display, Nutritional iron deficiency and zinc deficiency is common in children's health seriously
affect the nutrient deficiency problems, one of the prime reasons of children below 2 years old the threa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ron and zinc deficiency caused about ten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of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Infants are at high
risk of iron and zinc deficiency. The cause of dietary was iron intake and absorption of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iron bioavailability, common
causes of developing infantile zinc deficiency is inadequate dietary intake or malabsorption. Iron deficiency can affect the immune function;
increase the risk of infant infection; Zinc deficiency can affec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ring about growth and mental
retardation, behavior disorders, is the main cause of growth retardation in children under 2 years old. To add nutrient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nutrients fortified food can reduce iron and zinc deficiency in children, cost effective and has higher, should be the preferr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children with iron and zinc deficiency,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children.
【Keywords】 Children; Iron and zinc deficiency; Hazards; Interven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8
2008 年的哥本哈根宣言中指出，营养不良是全球面临的十
大挑战之一，其中营养性铁缺乏症和锌缺乏症是严重影响儿童健

的 6 个月内母乳喂养儿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为 3.0%[4]。
2000 年对中国 15 个省、26 个市县的 9118 名 7 个月～7 岁

康的常见营养素缺乏问题，补充微量营养素（维生素 A 和锌）和

儿童铁缺乏症调查结果显示，7～12 个月婴儿铁减少为 44.7%、

应用微量营养素强化食品（铁和碘）
，可以减少儿童微量营养素缺

缺铁性贫血为 20.5%；13～36 个月幼儿铁缺少为 35.9%、缺铁

乏的发生，而且成本效益很高，应作为优先推荐的干预措施。

性贫血为 7.8%。不同年龄组儿童铁减少患病率均明显高于缺铁

1

性贫血患病率，说明隐性缺铁已成为营养性铁缺乏症的主要问

儿童铁和锌缺乏的流行情况

题。无论是铁缺乏还是缺铁性贫血，婴儿组均高于幼儿组，说

1.1 营养性铁缺乏症

明婴儿是铁缺乏症的高发人群。其中，农村各年龄组儿童缺铁

营养性铁缺乏症是单一微量营养素缺乏引起的世界范围
的疾病。在发展中国家是导致疾病负担加重和高死亡率的主要
因素之一。孕妇和婴幼儿为高发人群。铁缺乏症分为铁耗减期、

性贫血患病率明显高于城市，并且缺铁性贫血者血红蛋白
（HB）均低于城市儿童[5]。
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 1～2 岁幼儿铁减少和缺铁性贫血患病

红细胞生成缺铁期（前两期又合称为铁减少）及缺铁性贫血 3

率分别为 9%、3%[6]，我国儿童总铁缺乏症患病率明显高于发达

个阶段。

国家。陈春明等（2006 年）对中国食物营养监测系统 15 年监测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研究报告显示，全世界 47.0%的
学龄前儿童患有贫血，在非疟疾流行区的贫血 60.0%是由铁缺
[1]

乏引起的，在疟疾流行区贫血 50.0%是由铁缺乏引起 。铁缺
乏症的高发年龄为 6～24 个月，6～12 个月达到高峰，随着辅

结果的分析显示，1990～2005 年间中国城市、农村 5 岁以下儿童
缺铁性贫血患病率在 16.0%～20.0%之间徘徊，无显著改善。
1.2 营养性锌缺乏症
在发展中国家，锌缺乏症是导致疾病负担加重和高死亡率

食的添加，铁缺乏症的发生率逐渐下降 。赞比亚的一项对 91

的十大因素之一[7]。约 1/3 的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地区人群锌

名妇女及其正常出生体重婴儿的研究显示，几乎 2/3 的婴儿出

摄入不足，且 40.0%的学龄前儿童有发育障碍[8]。婴幼儿是锌

生时铁储备不足，如不及时添加含铁食物，婴儿 6 个月时 50.0%

缺乏的高危人群。在婴儿辅食中，锌往往是最缺乏的营养素。

可发展为缺铁性贫血[3]。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未补充铁剂

在危地马拉、墨西哥和波多黎各有关锌缺乏的调查发现，锌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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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生长迟缓是 2 岁以下幼儿锌缺乏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9]。
几乎 46.0%的锌缺乏患者发生在生长迟缓的人群中。锌缺乏与
生长迟缓的发生率呈正相关。儿童生长迟缓发生率>20.0%的国
家，儿童锌摄入不足的危险有所增加，锌摄入不足率>25.0%；
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发生率<10.0%的国家，儿童锌摄入不足的风
险较小，锌摄入不足率<15.0%。南亚、中南美洲、非洲的大部
分地区是锌缺乏的高发区，也是儿童维生素 A 缺乏和生长迟缓
的流行区[1]。
2004 年“中国十城市 0～6 岁儿童健康状况调查”结果表
明，婴幼儿锌缺乏比例达到 39.0%。根据对上海地区 1800 余名
6 岁以下儿童血清锌浓度的检测发现，锌缺乏的患病率为
6.0%～8.0%，但 2 岁以下幼儿则高达 28.5%。江鹰等（2004
年）对在江西省妇幼保健院门诊体检的 634 名 0～3 岁儿童末
梢血检测结果显示，缺锌在 4 个年龄组中均居第 3 位（42.3%）
。
刘兆秋等（2008 年）对在北京酒仙桥地区 2122 例 0～6 岁散居
儿童锌缺乏的调查结果显示，血锌含量最低值为 75.4umol/L，
最高值为 227.6umol/L，锌缺乏发生率为 24.8%。同时还显示儿
童锌缺乏可导致血钙、血镁水平下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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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和锌缺乏的常见原因
造成缺铁的原因与膳食中铁摄入不足、膳食中非血红素铁比

例较高、不良饮食行为以及吸收铁生物利用率低等有关。含有铁
的食物，如鱼、肉的摄入不足是发展中国家铁缺乏的主要原因。
婴儿出生时大部分体内有足够的储存铁，可维持到 6 月龄，此后
婴儿需外源性的铁摄入。由于普通食物能提供的铁低于婴幼儿需
要量，所以 6～24 个月婴幼儿最易出现铁缺乏。WHO 推荐的婴
幼儿铁摄入量 6～12 月龄为 9.3mg/d，12～24 月龄为 5.8mg/d。由
于母乳提供的铁相对较低（0.2mg/d），这意味着婴幼儿必须从
其它食物中获得每天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铁。但在发展中国家膳
食以谷类食物为主，铁的吸收和利用率较低。在孟加拉，婴儿
从辅食中获得的铁 6～8 月龄为 0.5mg/d，
9～12 月龄为 0.7mg/d，
加上母乳中提供的铁，总的铁摄入量为 0.7～0.9mg/d，其仅为
WHO 推荐量的 8%～9%[2]。在马拉维，婴幼儿从辅食中获得的
铁，6～8 个月龄为 1.2mg/d，9～12 月龄为 2.8mg/d，12～23
月龄为 3.5mg/d，按铁的生物利用率在所有年龄组为 5.5%～
7.4%计算，从辅食中获得的铁分别只占推荐量的 6.0%、13.0%
和 30.0%[2]。在南非农村地区，6～12 个月的婴儿有 31.0%食用

铁和锌缺乏对儿童健康的危害
在发生贫血以前，铁减少就已经对机体多项功能造成了危

害。铁缺乏可增加婴儿营养不良的发生，导致胎儿宫内发育迟
缓、低出生体重和早产，并增加婴儿死亡的风险。铁缺乏症每
年引起约 2 万多名 5 岁以下儿童死亡，占 5 岁以下儿童死亡总
数的 0.2%[1]。铁缺乏可影响免疫功能，增加婴儿感染的风险。
铁缺乏通过影响脑白质的髓化、单氨代谢和海马功能损害儿童
神经和运动功能发育[10]，影响儿童的认知和记忆[11]，导致运动
能力发展迟滞以及对近期智能发展的妨碍和潜在的远期智能
危害。儿童早期铁缺乏造成的影响，即使以后给予补铁治疗也
不能得到完全纠正，常常是不可逆转的终生性损害[12]。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微量营养素行动组织发布的《全球维生素和
矿物质缺乏损失评估报告》中显示，6～24 个月婴儿铁缺乏对
40.0%～60.0%发展中国家儿童的智力发育产生影响[13]。铁缺乏
还会引起细胞的 DNA 和 RNA 变化，细胞周围的 G1/S（DNA
合成前/DNA 合成期）期停止，导致缺铁性贫血患儿的红细胞
发育不良[14]。王燕等（2008 年）观察到缺铁性贫血常伴有血
小板数量及形态的异常，严重时可出现三系血细胞减少。
锌缺乏可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造成生长发育和精神发育
迟缓以及行为发育阻碍。锌缺乏可降低免疫力，导致婴儿腹泻、
肺炎、疟疾等疾病的发生率增高[15]。有研究显示，儿童锌缺乏
者患腹泻的相对危险度为 1.09，患肺炎的相对危险度为 1.25，
患疟疾的相对危险度为 1.56。1～59 个月儿童患腹泻死亡的相
对风险为 1.27，患肺炎死亡的相对风险为 1.18，患疟疾死亡的
相对风险为 1.11[9]。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缺乏中，锌和维生素
A 缺乏是引起感染性疾病高发的主要原因，锌缺乏每年引起 40
万以上的死亡病例，其中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占 6.0%[1]。
Tsunenobu 等（1999）研究认为锌还与维生素 A 的代谢有关，
锌缺乏会导致暗适应能力降低。锌元素参与体内 80 多种酶的
合成，尤其参与血红蛋白的合成，能提高铁的利用和吸收，因
此铁缺乏时多伴有锌缺乏。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显示，孕母缺锌
乏可增加分娩并发症、低出生体重和早产的风险[9]。在胎儿器
官形成期，母亲锌缺乏会导致胎儿畸形。母亲血清锌含量与婴
儿脐血中微量元素含量、身高、体重、适应能力和新生儿死亡
率相关，脐血中锌浓度低于 13umol/L 的婴儿在 1 岁内线性生
长率降低、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死亡率增加[16]。
4

对铁和锌缺乏儿童干预

强化铁谷物，但平均铁的摄入仅为 2.9mg/d，即使是那些食用强

大量的膳食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辅食仅能提供一

化铁谷物的婴儿，
铁摄入的平均量也仅为 5.3mg/d，
仍远低于 WHO

小部分推荐量的铁；传统的食物加工技术，如发酵、发芽、浸

的推荐量。这与强化水平较低（15mg 铁/100g 干谷物）及强化食

泡，可在一定范围内增加铁的生物利用率，但不能提供足量的

物摄入少（每天 20g 干谷物）有关[2]。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

铁摄入；多样性辅食可改善儿童膳食营养质量，但不能消除儿

大部分婴幼儿存在铁的需要和摄入量之间的较大差距，铁摄入不

童铁摄入和需求之间的差距[2]。基于这些原因，大部分人群需

足是铁缺乏的主要原因。此外，婴儿出生时体内铁储存不足、婴

要商业或家庭强化辅食。如果剂量和形式事宜，商业强化在降

儿断脐过早、频繁的感染也可引起铁缺乏。

低铁缺乏和贫血方面是由一定效果的[2]。如添加强化铁面粉或

饮食摄入不足或吸收不良是发展中国家婴幼儿期缺锌的

碘盐，也有用压碎的铁剂强化家庭辅食等。

常见原因。婴儿期单纯母乳喂养，且 6 个月后未及时添加含锌

机体本身不能合成和产生锌，锌缺乏的防治主要依靠体外

丰富的辅助食品、辅食以谷面类食品为主及肉、禽、鱼等富含

给予。食用强化锌铜复合物是预防锌缺乏比较有效、安全和经

锌的动物性食物摄入过少，均将影响锌的吸收与利用。儿童长

济的途径。含锌的多种微量营养素补充对改善儿童生长发育和

期慢性腹泻也会导致锌丢失过多而造成锌缺乏。

提高免疫功能的效果较好，有较高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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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卫生部颁发的“辅食营养补充品通用标准”中提出了
用于 6～24 个月龄婴幼儿辅食家庭制作时添加含有高密度微量

1999~2000[J].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2002,51:897-899

营养素（其中包含铁和锌）的辅食补充片（Foodlets）和散剂
（Sprinkles）的质量标准，其意味着辅食营养品在中国的合法

risks,promoting healthy life[R].Geneva:WHO,2008

性，并将得到推广。
综上所述，铁和锌缺乏是威胁发展中国家 2 岁以下幼儿身

Zinc deficiency in populations and options for its control[J].Food Nutr

心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我国 2 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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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中医工作者看中医药量效关系
Observation on the TCM medicine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from
the point of grassroots TCM workers
戴 河
（扬州市朴席镇卫生院，江苏
中图分类号：R28

扬州，21140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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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从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生存现状分析中医药辨证、治疗、疗效特点，并结合自身在日常诊疗工作中的切身体
会，提示中药剂量是对疗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也提醒中药合理剂量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 中药；量效；基层；应对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dialectical, treatment, curative effect from TCM medicine survival
situation of grassroots medical institutions, combined with own clinical practice in the daily work to tip medicine dose is critical factors
affecting for the efficacy. Also have a reminder for the importance of TCM medicine appropriate dos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Keywords】 TCM medicine; Dose-effect; Grassroots; Respon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49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

高端的医疗消费需求，还有一定的市场，而最应该发挥中医药

今天，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甚至尴尬，在大中城市作为一种

重要功能作用的基层医疗机构，却日益萎缩、萧条。如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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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行政干预，基层医疗机构必须有中医科、中药房，我想在基层、
乡村恐难觅中医、草药的身影了。究其原因，无外乎中药服用

黄芪又加至 50g，5 剂后诸症大减，再服半月竟建全功。再配
药酒日三饮善后，嘱适度锻炼，随访至今未复发。

不便，起效较慢，疗效不够确切等。众多医家、大儒已明察中
医这一异相，更洞察疗效是中医生存的命脉。如何提高疗效，

又治一肝脓肿患者乙，男，72 岁，3 年前，因胆总管下端
结石而行切开取石术，手术及术后恢复均顺利。1 周前，突上

研究中医药的量效关系越来越成为中医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

腹痛、发热，在外地 CT 检查后提示肝脏占位、肝脓肿？（病
灶直径约 7cm）。予抗炎治疗效果不佳而回本地治疗。在苏北

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药物量与效应成正比关系称为量效
关系。其中，量为药物的剂量或血药浓度；效为药物作用所产
生的效应。影响中医疗效的关键因素除辨证论治、方剂配伍、
中药药性及药材质量以外，与方药的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疗
效问题正在成为制约中医药进一步发展的突出瓶颈问题之一。
自古有云“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中医界有识之士认为，
有的中药疗效不突出或者不够确切，剂量偏低是其重要原因。
科学地阐释方药量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系统地研究、总结和
提炼方药剂量理论，对于指导临床合理选择剂量，安全有效用
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中药药典和我们
的教科书中，中药用量一般是 6～9g 或者 5～15g，不同中药用
量通常只有 1～3 倍的差异。大多在 5～15g 剂量范围内，频率
最高的为 10g，没有中间数字的其他剂量，这种用量给人感觉
是大多数中药的有效剂量是近同的。同一中药不同品种、不同
产地来源的药效成分含量相差很大，但其用量规定却未有区
别。如黄连，有三个品种，功效有明显区别，用量却相同。就
是在中药调剂过程中，药物的称量和调配也较粗放，称不准、
分不匀的现象较常见，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随意，那何以体现
“剂量是中医不传之秘”之精妙？
而经典中，中药用量动则二两、四两、半斤，合今日则为
30g、60g、120g 左右，如补阳还五汤、当归补血汤黄芪用量均
达 60g；小承气汤大黄用量可达 120g；
《小品方》中以单味川
芎治疗妇人崩漏，每日剂量用到 115.36g；
《伤寒论》中白虎汤
中石膏用量达 500g，明显是属于超大剂量应用，但每能收到奇
效。故我们在处方遣药时应尽可能地“味少而剂重”
，方可“药
专而力宏”而一击中的。戴复庵在《证治要诀》提出，“药病
须要适当，假使病大而汤小，则邪气少屈，而药力已乏，欲不
复治，其可得乎？犹以一杯之水，救一车一薪，竟不得灭，是
谓不及”。今医者很少用到此量，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
下，也不敢用到此量。医生畏首畏尾，何谈疗效？当然，现今
的药材多是人工栽培，药效同天然、野生药材也有较大区别；
今人体质同古人体质也有差别；另外，这同我们辨证不够精准，
胸无成竹也有极大关系！笔者在临床工作中对此深有同感。
曾治一痹证（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甲，女性，45 岁，3
年前曾在笔者门诊诊治过，近半月来因劳累复发，症见：面色
晄白，形寒畏冷，易倦思睡，不思饮食，双手、腕、踝、足肿
胀、麻木、疼痛，晨僵明显，活动受限，舌质淡苔薄，脉濡弱。
《素问·痹论》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考虑该
患者体质稍弱，过度劳累，感寒受冷，复发痹证，治以祛风散
寒，除湿止痛。方选羌活胜湿汤合乌头汤加减。5 剂服后患者
诉汗多，畏冷、麻木、疼痛症状基本消失，惟仍易倦思睡，手、
足肿胀不退，仍有晨僵，考虑患者痹证复发日久，久病入络，
按朱良春先生多用虫类药搜风剔络止痛之意，加用山甲、全蝎、

医院 B 超检查：仍提示肝脏占位、肝脓肿？患者拒绝手术，拟
在本院姑息治疗。告知行肝脏穿刺抽脓创伤、痛苦并不大，仍
然拒绝。即予头孢唑肟、奥硝唑静脉点滴，同时予中药肝脓疡
汤加减煎服，方取龙胆草、金银花、板蓝根、苦参、蒲公英、
茵陈各 15g，连翘、柴胡、山甲珠、黄芩各 9g，栀子、赤芍、
玄胡索各 10g，生甘草 9g。水煎服，1 剂/d，分 3～5 次服。5
剂后热减退，T 37.4℃，上腹痛减轻，但复查 B 超病灶仍未见
缩小，笔者胆怯，请教老师，告知病情，曰方证无误，可能功
力未到，再服 5 剂，仍未建功，思之再三，考虑药量欠缺，即
将龙胆草、金银花、苦参各加至 50g，蒲公英、茵陈各加至 30g，
患者诉药苦难进，嘱冰糖含口中服药，5 剂后复查病灶缩小，
已然建功，再服 10 剂病灶病灶缩小明显，减少药量调养 1 个
月后复查病灶消失。随访至今未复发。
故笔者认为，中医药治疗疾病，药量确实是极其重要的决
定因素之一。那么，我觉得，我们中医应做好以下几点，对我
们的中医药事业大有裨益。
我们中医药管理部门，首先应加紧立项开展中药剂量关键
问题的研究，为中医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支持；其次，《中
国药典》可将“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量用法”等规定
收录到《中国药典》之《临床用药须知》中，供临床医生参考
而不作为硬性标准，或结合研究结果重新修订，以免作茧自缚，
妨碍我们中医药的学术传承、发展。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认
为增大剂量可以加强疗效，就忽视了小剂量药物的作用，形成
滥用大剂量的倾向，以图标新立异，既浪费药材，增加病人负
担，还会对机体造成损害。因轻可去实，四两拨千斤。正如戴
复庵所说：
“二者（太过与不及）之论，唯中而已，过与不及，
皆为偏废”
。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点，建立中草药传统产地栽培基
地，由国家层面统一制定质量标准，统筹决定产量，统一规范
炮制，杜绝仿冒；效仿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给予补贴，保证药
农收入，保证饮片质量，保证疗效。同时，增加报销比例，切
实减轻患者负担。我认为：此点投入，既发展中草药种植产业，
又可振兴中医，善莫大焉，何乐而不为？
加强对中医药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培训，尤其要加强对中
医经典古籍的学习，不断提高中医人员的临床诊疗水平，做到
辨证准确，胸有成竹，用药精当，药证相符，那么疗效迅捷、
可靠，群众信赖、拥护，那振兴中医药指日可待！
以上管见，不敢揣陋，敬请各位同道斧正！
作者简介：
戴河（1970-），男，汉族，江苏省扬州市朴席镇人，中医主治医师，
1996 年南京中医药大学自考毕业，2012 年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仪征班毕
业。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朴席镇卫生院。

蜈蚣吞服，效仍不显；虑方、证、药无误，苦思不得其解。忽
顿悟：该患者体质稍弱，久病休息活动少，加之发汗祛湿，必
是气虚，急将方中黄芪由 15g 加至 30g，3 剂后有所好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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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2010～2012 年中药饮片质量入库验收
分析与体会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of quality inspection of TCM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0 to 2012
张丹阳
（龙岩人民医院，福建 龙岩，364000）
中图分类号：R28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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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85-02

要】 目的：回顾分析我院 2010～2012 年中药饮片质量入库验收报告，总结饮片质量常见问题与其解决措施，保证临

床应用疗效性与安全性。方法：收集整理我院 2010～2012 年中药饮片质量入库验收报告，筛查出饮片质量不合格的验收报告，统
计饮片质量不合格比例，进一步将饮片质量验收不合格批次进行分类整理，共分为品质问题、品种不符、炮制问题、贮存问题、
包装问题、标签问题 6 个大类，采用 EXCEL 统计分析各类原因占比并排次，分析原因，据此探讨今后干预体会。结果：我院 2010～
2012 年中药饮片质量入库验收报告共计 13569 批次，其中 13295 批次合格，合格比例为 97.981%，274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比例
2.019%，不合格的问题包括品质问题 11.68%、品种不符 11.68%、炮制问题 26.64%、贮存问题 14.23%、包装问题 8.03%、标签问
题 27.74%，其中炮制问题和标签问题是不合格的主要问题，二者占不合格总批次的 54.38%。结论：2010～2012 年中药饮片质量
入库验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类型多元化，加强中药饮片质量入库验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提高临床药用饮片的品质，保
证临床应用疗效性与安全性，保证中药饮片质量的关键要素是合法化进货渠道、专业化现代化鉴定方法、规范化的验收记录。
【关键词】 入库验收；饮片质量；问题
【Abstract】 Objective: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ur hospital from 2010 to 2012 Chinese Herbal Pieces quality acceptance report,
comm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quality control summary, ensur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Methods: Col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0 to 2012 year Chinese Herbal Pieces quality acceptance report, found pieces of unqualified acceptance report,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of unqualified ratio, quality acceptance unqualified batch classification, divided into quality, variety, processing of inconsistent, storage,
packaging, labeling problem 6 categories, using EXCEL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asons of all kinds,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intervention experience. Results: Our hospital from 2010 to 2012 Chinese Herbal Pieces quality acceptance report a total of 13569
batches, 13295 batches of qualified, qualified rate was 97.981%, the 274 batch of unqualified, unqualified ratio 2.019%, unqualified
problem of quality problems, including 11.68% varieties does not match the 11.68%, 26.64%, 14.23% processing storage, packing 8.03%,
tag question 27.74%, the processing problem and the label is unqualified main problem, two of the total of 54.38% batches of unqualified.
Conclusion: From 2010 to 2012 year Chinese Herbal Pieces quality acceptance problems, the types of diversification,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acceptanc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medicinal herbs quality,
ensu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to ensure that the key elements of Chinese Herbal Pieces quality acceptance record is the legitimate
purchase channels, speci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identification method.
【Keywords】 Incoming inspection; The quality of pieces; Ques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0
中医药文化作为世界独特的卫生资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

房药品验收记录，探讨当前中药饮片存在的质量问题，建立、

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越来越

提高中药饮片质量管理的措施，能够使中药饮片更好地应用于

多的国人及国际友人接受过正宗的中医治疗，展示出其显著的

临床[3]。本文笔者回顾分析我院 2010～2012 年中药饮片质量入

效果与临床治疗优势，具有“简、便、廉、验”的特色。医疗

库验收报告，总结饮片质量常见问题与其解决措施，保证临床

单位中药饮片质量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应用疗效性与安全性，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和治疗效果，但由于饮片掺假的现象的日趋严重化，伪劣品、
混淆品频频出现，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发展[1]。加强中药饮片购
入质量的控制，规范药库的入库验收工作对于确保中药饮片的
质量，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具有重要作用[2]。回顾分析饮片库

1

资料与方法
收集整理我院 2010～2012 年中药饮片质量入库验收报告，

筛查出饮片质量不合格的验收报告，统计饮片质量合格与不合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21

-86格比例，进一步将饮片质量验收不合格批次进行分类整理，共

13569 批次，其中 13295 批次合格，合格比例为 97.981%，274

分为品质问题、品种不符、炮制问题、贮存问题、包装问题、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比例 2.019%，不合格的问题包括品质问

标签问题 6 个大类，采用 EXCEL 统计分析各类原因占比并排

题 11.68%、品种不符 11.68%、炮制问题 26.64%、贮存问题

次，分析原因，据此探讨今后干预体会。

14.23%、包装问题 8.03%、标签问题 27.74%，其中炮制问题

2

结

和标签问题是不合格的主要问题，二者占不合格总批次的

果

54.38%，详细的入库验收不合格中药饮片的分类情况结果见
表 1。

我院 2010～2012 年中药饮片质量入库验收报告共计
表 1 入库验收不合格中药饮片的分类情况（%）
主要问题

炮制问题

品质问题

包装问题

贮存问题

标签问题

品种不符

批次数量

73

32

22

39

76

32

占不合格批次比例（%）

26.64

11.68

8.03

14.23

27.74

11.68

3

讨

论

3.1 炮制问题
73 批次炮制问题包括蜜制不到位 13 批次、醋制不到位 9
批次、蒸制不到位 11 批次、炒制过火 6 批次、切制不到位 6
批次、未炮制 6 批次、粉碎不符规格 3 批次、杂质超标 4 批次、
水分超标 4 批次、硫熏过度 6 批次、增重 5 批次，前三位的炮
制问题主要是蜜制不到位、醋制不到位、蒸制不到位，蜜制能
增强强药材的滋补、润肺止咳作用，缓和药性或降低毒性，中
蜜是理想的炮制用蜜，炮制到不粘手为度[4]。醋制能增强散瘀
止痛、疏肝行气的功效，分为醋浸、醋蒸、醋煮、醋燀、醋淬
等，醋延胡索增强了镇痛效果，醋马钱子的毒性大大降低[5]，
蒸制分为清蒸、复蒸、蒸烂、蒸饼、蒸露、醋蒸、酒蒸等，可
改变药材药性，利于贮藏。
3.2 品质问题
32 批次品质问题包括质次 13 批次、过期 4 批次、掺非药
用部位 4 批次、掺伪品 11 批次，质次药材的可能原因是由于
药材过早过迟的采收，早采收药材有效成分含量低，降低临床
疗效或者失去药用价值，如南五味子[6]，过迟采收导致饮片品
质次较差，如益母草老如干柴、甘草、黄芪、葛根完全木化粉
性，山茱萸、五味子、枸杞子肉薄质劣。掺假一般是掺入非药
用部位或伪品，金银花掺入嫩茎、叶，山茱萸掺入核，酸枣仁
掺入果壳，玉竹掺入黄精。
3.3

包装与标签问题
22 批次包装问题包括，装量不足 3 批次，包装破损 9 批次，

76 批次标签问题包括无标签 25 批次，缺生产批号 9 批次，缺
生产日期 3 批次，笔误 6 批次，无产地标识 23 批次，产地标
识错误 4 批次，批号与生产日期不符 6 批次。企业为了获得更
多利润，采用更为便宜的牛皮纸袋包装，导致运输、装卸过程
中出现破损，且可能造成药品受污染。标签问题多由生产企业
工人责任心差、粗心大意导致。
3.4 贮存问题
39 批次贮存问题包括变色 8 批次，泛油 5 批次，虫蛀 14

药物的储存条件应在室内温度不超过 20℃，相对湿度 45%～
75%。
3.5 品种不符
32 批次品种不符包括生熟混淆 5 批次，如生大黄与炒大黄
互代，生地与熟地互代，品种不符 11 批次，如山药与天花粉，
半夏与水半夏，习用不同 16 批次，如浙桐皮作为海桐皮使用，
菝葜作为土茯苓使用，品种不符造成中药饮片质量不佳，是影
响中药汤剂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3.6 干预体会
①进货渠道选择：符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
求、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有齐全的证明文件的
主渠道、大公司，进货前应先审查进货渠道的合法性。
②加强培训，提高综合能力：验收人员的强化教育内容包
括药品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
，加强
验收人员的责任心教育，有问题的饮片应坚决退换，做好退货
登记，验收合格药品仍应填写验收记录。验收人员验收时应首
先确定其真伪，然后进行纯度质量或规格等级项目的检查，除
了传统的宏观鉴别方法，如形状、大小、色泽、表面特征、折
断面特征、质地、气味、水试、火试等，还可以通过显微、理
化鉴别，对饮片纯度、浸出物、含量进行测定。
参考文献：
[1]金阳.中药材及饮片质量状况的专题调查[J].北方药学,2011,8(1):108-110
[2]刘绪义.提高中药入库验收质量的几点体会[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8,
16(10):782-783
[3]魏娜,张蕊.从我院 2008 年饮片库房药品入库验收记录看当前中药饮片质
量[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10,9(11):969-970
[4]张秦,王学灸.中药蜜制法沿革述要[J].环球中医药,2009,2(3):220-222
[5]王静,毛春芹,陆兔林.中药醋制法研究进展[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9,16(1):99-101
[6]郭翠玲,郭庆中.中药材采收季节与方法[J].现代农业科技,2007,15(31):
131

批次，发霉 11 批次，潮解溶化 1 批次，虫蛀和发霉是贮存的
主要问题，与药材供货厂家未控制适宜的温度、湿度、含水量
有关，动物类品种的储存条件为低温（15℃）
、干燥，易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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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T 基因第四外显子与帕金森遗传易感性

关系的研究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T gene exon four and
Parkinson’s genetic susceptibility
齐 丹 戴艳萍 陈晓光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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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研究人群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Catechol-O-Methyl Transferase，COMT）基因第四外显子 G/A 多
态性与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遗传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方法，观察
90 例 PD 患者及 95 例健康对照个体 COMT 基因多态分布，通过其比值研究 COMT 基因变异与 PD 发作相关性。结果：①PD 患
者与正常人群之间存在 COMT 基因第四外显子 G/A 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的差异（P<0.05）
；相关分析提示 PD 与 COMT 基因第四
外显子存在关联（P<0.05）。②按年龄分组后分析显示≤60 岁组人群及>60 岁组人群中均存在 COMTG/A 多态在 PD 患者与正常组
的差异（P<0.05）
。结论：研究结果未发现 COMT 基因 G/A 多态性与帕金森病遗传易感性具有相关性。
【关键词】 帕金森病；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第四外显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researches of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COMT) gene exon four G/A
polymorphism and Parkinson disease (P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Methods: Ado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method was observed in 90 patients with PD and 95 healthy control individual COMT gene polymorphism distributions,
through the study of ratio of COMT gene mutation and PD attack correlation. Results: ① Patients with PD between PD patients and
normal people COMT gene exon four G/A allel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ave differences (P<0.05),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D and
COMT gene exon four have association (P<0.05). ②According to the age 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of COMTG/A
polymorphism in PD patients between≤60 years of age group and>60 years of age group popula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did
not find correlation between COMT gene G/A polymorphism and P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Keywords】 Parkinson disease; COMT; Gene; Gene exon fou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1
帕金森病（PD），是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二大类复
杂神经退行性疾病，多在 60 岁以后发病，并随年龄增长而增
高，是一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老年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帕
金森病主要是由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缺失引起，多巴胺
的合成能力下降，黑质-纹状体多巴胺通路受损，纹状体多巴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PD 组：原发性 PD 患者 90 例，男 47 例、女 43 例，年龄
45～82 岁，平均（63.2±10.3）岁，均来源于 2009～2011 年黑
龙江省医院的神经内科门诊。

胺显著缺乏，造成多巴胺与乙酰胆碱系统失衡。其发病机制

正常对照组：95 例均来自黑龙江省医院门诊健康体检者。

非常复杂，其中多巴胺系统代谢相关的基因已成为 PD 临床

其中男性 50 例、女性 45 例，年龄 46～83 岁，平均（64.2±10.1）

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热点。COMT 广泛存在于机体的各种组织

岁，均排除其他遗传性疾病及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无

中如脑、肝、肾、肺等，它的作用是灭活多巴胺和去甲肾上

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

腺素[1]，COMT 作为多巴胺代谢途径中重要的代谢酶，其活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多巴胺在大脑中的含量和分布。现研究
认为 COMT 基因存在 4 个外显子，其中第 4 外显子的 1947G-A
的非同义突变上，使 108/158 位氨基酸（即 108 为胞浆酶形
式，158 为膜结合形式）由结氨酸（val）变成蛋氨酸（Met），
导致 COMT 酶的一级结构发生改变，其中多态性属结构多态
性。
我们选择 COMT 基因第 4 外显子 G/A 多态作为遗传学标

纳入及排除标准均参照 2006 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制定的《帕金森病的诊断》
。
2

研究方法
COMT G/A 多态分型：引物序列分别为 5′-ACT GTG

GCT ACT CAG CTG TG-3′与 5′-CCT TTT TCC AGG TCT
GAC AA-3′。PCR 反应程序：94℃ 3 min；35 周期（94℃

记观察其多态性分布，
探讨 COMT 基因多态性与 PD 的相关性，

0.5min，64℃ 1min，72℃ 1min）
；72℃ 7min。酶切产物经 8%

以阐明其在 PD 发病风险中的意义。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后，EB 染色并于紫外灯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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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正常人群之间不存在 COMT 基因 G/A 各等位基因和基因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各组 COMT 基

因多态的频率分布，x2 检验分析各组间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分
布的差异，并通过比值比（Odds Ratio，OR）的计算对 PD 与
COMT 基因多态各等位基因和基因型进行关联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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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型频率分布的差异（P<0.05）
；相关分析提示 PD 与 COMT 基
因 G/A 多态间存在相关性。
4.2 年龄因素对 COMT 基因 G/A 多态分布的影响
以 60 岁为界将研究对象分≤60 岁组和>60 岁组，对帕
金森病和 COMT G/A 各等位基因和基因型进行关联分析（表

果

1）。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两个年龄组人群中 COMT G/A 多态
在 PD 患者与正常老人间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相关

4.1 COMT 基因第 4 外显子 G/A 多态与 PD 的关联分析
各组 COMT 基因 G/A 各等位基因及基因型的频率分布均
符合 Hardy-Weignberg 平衡定律。统计分析结果表明，PD 患

分析结果未能显示年龄因素对 COMT 基因 G/A 多态分布的
影响。

表 1 PD 患者和正常对照人群 COMT G/A 多态的分布
组别

基因型

等位基因

A/A

A/G

G/G

合计

A

G

合计

PD 组

5（5.5）

26（28.9）

59（65.6）

90

39（21.7）

141（78.3）

180

对照组

16（16.8）

34（35.8）

45（47.4）

95

74（38.9）

116（61.1）

190

PD 组

2（4.5）

14（31.8）

28（63.6）

44

20（21.5)

73（78.5）

93

对照组

9（7.6）

18（35.3）

24（47.1）

51

35（39.3）

54（60.7）

89

PD 组

3（6.5）

12（26.1）

31（67.4）

46

19（21.8）

68（78.2）

87

对照组

7（15.9）

16（36.4）

21（47.7）

44

39（38.6）

62（61.4）

101

≤60 岁

>60 岁

5

讨

COMT 基因与 PD 的关联。并且 COMT 基因是一个高度多态的

论

帕金森病是一种以选择性的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缺失
导致多巴胺减少或代谢异常为特征的缓慢进展的老年神经系统
变性疾病。帕金森病的发病是多种因素参与的过程，如细胞凋
亡、氧化应激、炎症和免疫因素、兴奋性氨基酸毒性作用等。

基因，因此不能仅用 COMT 基因 G/A 多态来判定该基因在 PD
发病中的作用。此外，本研究中选用病例样本数量受限可能影
响了本研究的结果，需有待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目前认为 PD 的发病是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人类 COMT 基因位于常染色体 22q11.1-q11.2[2]，含有 6 个

[1]Lachman HM, Papolos DF, Saito T, et al. Human catechol-O-methyltrans-

外显子。COMT 基因是一个高度多态的基因。COMT 基因 G/A
多态已作为一种生物学标记广泛应用于神经精神疾病的病因

potential application to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J].Pharmacogenetics,

学及疾病易感性的研究。
Kunugi 等[2]对日本人群的研究发现，COMT 的低活性等位

ferase pharmacogenetics: description of a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and its
1996,6(3):243-250
[2]Kunugi H, Nanko S, Ueki, et al. High and low activity alleles of catech ol-Omethyltransferase gene: ethnic difference and possibleassociation with

基因频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提示低活性的 COMT-A 等位基因

Parkinson's disease. Neurosci Lett, 1997,221:202-204

可能增强了 PD 的易感性。但 Hoda[3]研究显示 COMT1947 位点

[3]Hoda F, Nicholl D, Bennett P, et al. No association between Parkinson' s

rs4680 的基因多态性和帕金森病的遗传易感性不存在相关性。

disease and low -activity alleles of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Biochem

Bialecka 等[4]对比利时帕金森病人的基因多态性研究得出低活性

Biophys Res Commum, 1996,228:780-784

的 COMT 基因型在帕金森病人组中频率分布低。Hernan 等 的

[4]Bialecka M, Drozdzik M, Honczarenko K,et al. Catechol-O-methyl-trans-

研究结果显示低酶活性个体患帕金森病危险性与高酶活性个体

ferase (COMT) and monoamine oxidase B(MAOB) genes and susceptibility to

相同。提示 COMT 基因多态本身对帕金森病的影响是微弱的。

sporadic Parkinson's disease in a Polish population.Eur Neurol 2005;53:68-73

[5]

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可能与研究对象存在种
族及地区差异有关。有关 COMT 基因在 PD 发病风险及疾病易
感性中的作用尚未定论。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COMT 基因第四外显子 G/A 多态与帕金
森病可能存在关联性。将患者根据年龄进一步分组加以研究，
≤60 岁组人群及>60 岁组人群中均存在 COMTG/A 多态在 PD
患者与正常组的差异。因为帕金森病的具体病因及发病机制复
杂，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是多基因共同作用的
结果。同时可能还因为该基因的邻近区域存在另一疾病基因，
而 COMT 与这一疾病基因的连锁不平衡导致了部分人群中存在

[5]Hernan MA ,Checkoway H,O'Brien R,et al.MAOB intron 13 and COMT
codon 158 polymorphisms,cigarette smoking,and the risk of PD.Neurology
2002,58(9):1381-1387

课题来源：
黑龙江省卫生厅课题，课题编号 201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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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几丁糖预防剖宫产术后腹腔粘连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abdominal adhesions after
cesarean with medical chitosan
宋 敏
中图分类号：R271.1

文献标识码：A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89-01

【摘 要】 近年来，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剖宫产率明显上升，剖宫产的并发症也日渐显露，主要表现为腹腔粘连，腹腔
粘连是盆腔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可以引起小肠梗阻，盆腔疼痛，不孕等并发症，对妇女健康危害很大，我院于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 月采用医用几丁糖涂布预防剖宫产术后腹部粘连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
【关键词】 医用几丁糖；剖宫产术；腹腔粘连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ffected by many social factors, the cesarean se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lications of
cesarean are increasingly exposed.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those were abdominal adhesions. Abdominal adhesions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after pelvic surgery, it can cause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pelvic pain, infertility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has great harm for
women's health. Preventing abdominal adhesions after cesarean with medical chitosa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9 to January 2012
achieved satisfactory results.
【Keywords】 Medical chitosan; Cesarean; Abdominal adhesio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500 例有严格剖宫产指征的分为两组。260 例使用医用几
丁糖，年龄 22～40 岁，平均 26 岁；240 例未使用医用几丁糖
年龄 21～41 岁，平均 25 岁。剖宫产指征有头盆不称，胎儿宫
内窘破，臀位，重度子痫前期及骨盆狭窄等。对照组不用几丁
糖，手术后随访 6 个月～2 年，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病情、
手术方法，术后用药差异无显著性。
1.2 方法
取下腹部耻骨上三横指横切口切开皮肤约 8～10cm，等长
逐层切开腹腔返折上 1.5cm 处横弧形切开子宫浆肌层约 8～
10cm，破膜，吸净羊水取出胎儿，娩出胎盘胎膜，干盐水擦净
宫腔，1 号可吸收线连续锁边单层缝合子宫浆肌层。检查双侧
附件无异常，若有肿瘤，一并摘除或剥离；子宫切口无渗血。
湿盐水垫擦净腹腔积血，如有胎粪污染者、出血较多者需用生
理盐水洗净腹腔，清点器械，敷料无误后，缝合腹膜前，治疗
组用几丁糖凝胶 10ml 涂布于子宫切口表面、手术部位附近的
肠管、内脏表面以及腹膜上，腹腔关闭后涂布于腹壁切口上。
对照组不用几丁糖，其他手术操作相同。
2

结

果

2.1 疗效标准
显效：腹、盆腔无疼痛，手术间腹腔无粘连、子宫表面光

效 2 例，总有效率 95.1%；对照组 40 例，显效 22 例，有效 9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77.5%。治疗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
。
3

讨

论

据报道剖宫产术后再次手术发现腹腔粘连约占 35.8%，发
生与腹腔粘连相关的小肠梗阻约 0.5%，妇科手术后有 97%的
病人发生腹腔粘连。妇产科大夫在手术时要减少腹腔内不必要
的干预和操作，缩短手术时间，做到解剖到位，减少组织的创
伤，保证组织血供，避免体内异物的产生，将手术的创伤降低
到最低。但是还是不够的，所以可以辅助使用药物，隔离剂等
减少腹腔粘连。几丁糖是一种由虾，蟹外壳提纯的天然高分子
化合物，化学名称为 N-乙酰葡萄糖多聚体，无毒，无刺激，无
免疫抗原性好，在体内相容性好的一种新的生物材料。它的作
用机制有：①促进上皮细胞生长，抑制成纤维生长的生物特
性，从而促进组织生理性修复，抑制瘢痕形成，减少组织粘
连；②具有止血作用，抑制血纤维蛋白束形成，从而减少因血
肿机化而造成的组织粘连；③有润滑及生物屏障的作用，能有
效地阻止粘连发生；④抑菌作用，可降低局部感染机会。
我院通过临床对比观察，几丁糖具有良好的防粘连作用，
应用方便、使用经济、效果确切的优点，在预防剖宫产术后腹
腔粘连及瘢痕粘连较理想的生物材料，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滑；有效：无腹痛、不影响工作生活，但腹腔内有少许大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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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腹膜、子宫切口粘连；无效：经常腹痛，大网膜与腹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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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表面广泛粘连，子宫后壁与肠管粘连，甚至肠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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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治疗结果
治疗组再次剖宫产术 41 例，显效 29 例，有效 10 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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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塌渍在预防经桡动脉 PCI 术后血管
并发症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CM medicine stains in the prevention of
transradial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fter PCI
李 丽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32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090-03

【摘 要】 目的：探讨运用中药塌渍治疗对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介入术后患者血管并发症的护理效果。方法：将 122 例急性
心肌梗死介入治疗患者随机分为中药塌渍组和硫酸镁组，空白对照组。其中中药塌渍组 42 例采用中药塌渍进行护理，常规对照组
39 例采用常规方法护理，硫酸镁组 41 例采用常规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硫酸镁外敷，并对三组发生血管并发症及护理效果进行对比
分析。结果：中药塌渍组减少了血管并发症发生率与两对照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运用中药塌渍法可以降低经桡
动脉 PCI 术后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
【关键词】 中药塌渍；桡动脉；PCI 术后；血管并发症；预防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azi on PCI patients. Methods: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for 122 case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CM collapse stains and magnesium sulfate
group, blank control group. Collapse stains group 42 cases using TCM are stains down to nursing, nursing routine control group 39 cases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s, the magnesium sulfate group 41 cases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mbined with magnesium
sulfate topical, and 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three groups and nursing effec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llapse stains group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vascular complications compared with two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Using TCM
collapse stain method can reduce the radial artery PCI postoperative incidence of vascular complications.
【Keywords】 TCM medicine stains; Radial artery; PCI postoperative; Vascular complications; Preven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3
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是当今国内外检查和

理。所有患者均采用经桡动脉穿刺。三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治疗冠心病最新技术和诊断金标准[1]，但术侧上肢肿胀疼痛，

支架安放数目、造影剂剂量经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桡动脉闭塞等并发症高发。查阅相关文献统计桡动脉闭塞高达

1.2 纳入标准

4%～6%发生率[2]，原因可能为桡动脉细小易损伤血管内膜，

①经桡动脉 PCI 成功者；②年龄≤80 岁；③心功能（NYHA

血栓形成和术后过度压迫止血，术前肝素量不足等。严重并发

分级）≤Ⅲ级；④中医辨证符合血瘀证诊断标准。

症影响患者的康复，术后早期康复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患者

1.3 排除标准

的生活质量。我科 2012 年 1 月以来将加味血府逐瘀汤中药塌

①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ALT、BUN、Cr 超过正常值 2 倍

渍法运用于经桡动脉 PCI 术后患者减少血管并发症预防中，取

以上）
；合并有严重血液系统、内分泌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

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精神病患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对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在我科住院的经桡动脉 PCI

受试药物过敏及不能耐受者；③心功能（NYHA 分级）＞Ⅲ级
者；④中医辨证不符合血瘀证诊断者。
1.4 操作方法
1.4.1 术后常规护理

患者 122 例，入院时 Killip 心功能 I-Ⅱ级，无并发症及严重合

术肢包扎时间拔管后，止血 5～10min，TR-band 加压包

并症，有一定的理解和自理能力。随机分为三组，常规对照组

扎穿刺处，术后每小时放气，4～6h 后改普通包扎。术后分别

39 例，其中男 20 例，女 19 例，年龄 50～79 岁，平均年龄（64

于 30min、60min、120min、4h、6h、12h 严密观察生命体征

±14.5）岁，采用常规方法护理。硫酸镁组 41 例，其中男 20

变化，观察术侧上肢皮肤颜色、温度有无改变，桡动脉穿刺

例，女 21 例，年龄 51～78 岁，平均年龄（65±11.5）岁。中

部位有无出血、血肿倾向，桡动脉搏动是否良好等并准确记

药塌渍组 42 例，其中男 22 例，女 20 例，年龄 49～78 岁，平

录。如有病情变化随时报告。包扎后观察桡动脉搏动情况，

均年龄（63±13.9）岁，采用加味血府逐瘀汤中药塌渍方法护

如果病人诉手部发麻，手指颜色紫青，手部浮肿，提示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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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紧，可调整松紧度；不在穿刺侧肢体行血压监测，以免加

体使气机收敛，腠理闭塞，经络筋脉收缩而挛急。

重手部的肿胀；如穿刺局部有出血、渗血或出现皮下出血，

1.4.3 三组疗法比较

提示包扎过松或位置不正确，应该及时调整或者重新加压包

中药塌渍组采用术后常规护理，术后 24h 进行中药塌渍治

扎；如果在短时间内腕围突然增大，提示有出血或静脉回流

疗。常规对照组仅进行术后常规护理，硫酸镁对照组在常规对

障碍的可能立即寻找原因给予对症处理；手臂垫高或上举，

照组基础上加用硫酸镁外敷穿刺处，治疗周期同中药塌渍组。

减少因静脉回流不畅致手部肿胀及病人的不适；不在穿刺侧

1.5 观察指标
设计观察指标 4 项分别为桡动脉闭塞，不能触及搏动经彩超

行静脉输液或者采血，以免肿胀加重或者难以正确判断是因
渗漏引起肿胀或是出血所致肿胀。嘱患者术侧上肢勿用力，

检查确诊；
前壁张力性肿胀，
测量直径超过对侧前臂直径 2%以上；

穿着宽松袖口上衣，术后 24h 饮水 1500～2000ml 以利造影剂

淤血青紫，面积直径≥5cm；疼痛。观察周期为术后 10d。

排出。

1.6 数据统计应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如服从正态

1.4.2 中药塌渍治疗
中药塌渍药液的组成与制备：当归 16g，生地 16g，桃
仁 24g，红花 18g，赤芍 30g，柴胡 12g，川芎 20g，川牛膝
24g，枳实 18g，三七 6g，乳香 12g，没药 12g。由制剂室统
一制备成 100ml 备用。操作方法：术侧上肢自然平放，防渗

）表示；如属偏态分布则用中位数 M（QR）表

分布用（

示；组间比较采用 F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2

结

果

治疗巾铺在下面；小垫枕置于穿刺点下方（防止药液倒流污染

常规对照组 39 例患者，5 例桡动脉闭塞，20 例张力性肿

穿刺点）；浸湿药液的治疗巾平铺于血管向心走向上方；药巾

胀，12 例淤血青紫，17 例疼痛。硫酸镁组 41 例，其中 2 例桡

上固定 YF-F02 型场效应治疗仪效应带，调节温度在 45℃～

动脉闭塞，18 例张力性肿胀，8 例淤血青紫，10 例疼痛。中药

50℃。注意事项：塌渍温度应适宜皮肤温度，不宜过高或过低避

塌渍组 42 例患者无桡动脉闭塞，1 例张力性肿胀，9 例淤血青

免烫伤及疗效降低；塌渍时间要求，预防塌渍 1 次/d，30min/次，

紫，3 例疼痛。治疗组与两对照组比较 P<0.05，差异有显著性

治疗周期为 3～7d。治疗后注意保暖避风寒，以放寒邪侵袭人

意义。三组患者并发症比较见表 1。

表 1 三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n（%）]
组别
中药塌渍组
硫酸镁组
常规对照组

n
42
41
39

桡动脉闭塞
0

张力性肿胀

*#

*#

9（21.4）

3（7.1）*#

8（19.5）

10（24.3）*

*#

12（30.8）

17（43.6）*#

18（42.9）

*#

5（12.8）

疼痛

*

1（2.3）

2（4.9）

淤血青紫

20（51.3）

注：*P<0.05，*#P<0.01。

3

讨

论

中药溻渍法取血府逐瘀汤加三七乳香没药制剂。血府逐瘀汤
为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诸活血化瘀方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方
剂[3] ，由桃红四物汤（赤芍易白芍；生地易熟地）和四逆散（枳
壳易枳实）加牛膝、桔梗而成。桃红四物汤擅养血行瘀，王氏以
生地易熟地，赤芍易白芍，更增强攻逐“血府血瘀”之力，方中
当归、桃仁、红花活血祛瘀为主药；赤芍、川芎协助主药以活血
祛瘀为辅药[4-5]；生地配当归养血和血，使祛瘀而不伤阴血，牛膝

痛功效。牛膝性甘，归肝、肾经。功效活血通经，补肝肾，强
筋骨。生地性甘，苦，寒。归心、肝、肾经。功效清热凉血，
养阴生津。本品水提液有降压、镇静、抗炎、抗过敏的作用。
三七具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之功效。古籍中记载三七可和营
止血，通脉祛瘀，行瘀血而敛新血。
传统的中药塌渍是将肢体浸泡在药液中治疗疾病的方法，
此方法借助药液的荡涤之力，促进局部患处气血通畅，具有消
肿止痛，活血化瘀之功。经改良的中药塌渍可直接透过皮肤吸
收，定向渗透用药，加之在场效应治疗仪产生的交变磁场、漏

祛瘀而通血脉，柴胡、枳壳、桔梗舒畅胸中气滞，使气行则血行，

磁场和红外线温热辐射场作用下，通过温度调节开关，将治疗

均为佐药。加三七、乳香、没药以添活血止痛消肿生肌之功。

部位皮肤温度控制在 45℃～50℃之间，中药离子受热，布朗运

本方常用于冠心病心绞痛[6]、风湿性心脏病、胸部挫伤及

动速度加快，药物扩散和渗透力增强，以达到引药入深走窜至

肋软骨炎之胸痛，以及脑血栓、高脂血症、高血压病、神经官

病灶。突破性解决了有效成分无法直接到达局部，或作用深度

能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脑震荡后遗症之头痛、头晕等属瘀

不够效果不佳的局限。

阻气滞者。
赤芍，性凉。入肝、脾经，具有行瘀，止痛，凉血，消肿

4

结

论

功效。赤芍水提液、赤芍成分及其衍生物有抑制血小板聚集作

我们对 42 例经桡动脉 PCI 介入术后的患者应用中药塌渍

用；桃仁，药性苦。归心、肝、大肠经。具有活血祛瘀，润肠

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中药塌渍组患者减少了血管并发症

通便功效。桃仁提取液能降低血管阻力，改善血流动力学状况。

发生率（P<0.05）。此法的开展，使护理工作变被动为主动，

红花药性辛，温。归心肝经，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功效。

对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早期干预，降低

红花黄色素等能扩张周围血管、降低血压。能抑制血小板聚集。

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川芎药性辛，温，归肝、胆、心包经。具有活血行气，祛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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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丙肝患者不同时期 sCR1 的检测在临床上的意义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CR1 detection of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in different periods
马元涛 刘爱香
（枣庄市立医院，山东 枣庄，27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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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不同时期血清 sCR1 浓度进行检测研究，探讨慢性丙型肝炎 sCR1 浓度变化与该病发
生、发展及预后的关系，探索慢性丙型肝炎发生和发展的有效检测指标。结果：①慢性丙型肝炎轻度，中度、重度及肝硬化病人
血清 sCR1 浓度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且慢性丙型肝炎随着病情的发展程度而逐渐升高，重度大于中度，中度大于轻度。②慢性
丙型肝炎三组的测定值明显差异性。③肝硬化组随着 Child-Pugh 分级的升高，其 sCR1 浓度也随着升高。结论：慢性丙型肝炎病
人血清 sCR1 浓度的变化与肝功能损伤程度密切相关，随着肝硬化程度的加重其浓度也相应的升高，该指标可作为慢性丙型肝炎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判断病情发展及预后的重要参考指标。
【关键词】

sCR1；慢性丙肝；不同时期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and research for different periods of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in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sCR1.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sCR1 concentration and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of chronic
hepatitis C. To explore effective detection index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Results: ①Chronic hepatitis C with mild, moderate,
severe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sCR1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were higher than the normal population, and chronic hepatitis C
and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verity of the greater than moderate, severe, moderate than the mild.②Chronic
hepatitis C were determined in thre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③Cirrhotic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score increased, the sCR1
concentration also increased. Conclusion: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with serum sCR1 concentration changes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liver
dysfunction.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liver cirrhosis concentration also increased, the index can be used as the condi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judging the severity of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dex for disease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Keywords】 sCR1; Chronic hepatitis C; Different period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4
近年来，我国丙型肝炎的诊断率在不断的提高，丙型肝炎新

丙型肝炎、肝硬化 54 例。慢性丙型肝炎又分为轻度 23 例，中

报告病例也不断增加[2]。HCV 感染人体后病情隐匿，慢性化率高

度 40 例和重度 35 例三组。均符合 2000 年《病毒性肝炎防治

达 50%～80%，引起肝脏的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导致部分患

方案》的诊断标准[2]，正常对照组 28 例，均为枣庄血站健康献

者发生肝硬化和肝癌，严重危害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患者感染丙

血员。慢性乙型肝炎 40 例。静脉空腹采血后分离血清，所有

肝病毒后，在急性期通常症状轻微或没有症状；转为慢性后，很

血清皆冻存在－20℃冰箱，实验前于 37℃解冻。

多人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出现，但病毒对肝细胞的

1.2 方法

破坏却一直持续着，其进展是缓慢的，通常是悄无生息的进展为

试剂：人可溶性补体受体 1（sCR1）ELISA 试剂盒。

肝硬化和肝癌。直至肝脏出现硬化或恶变成肝癌后才可能出现相

标本：待测血清皆冻存－20℃，实验前 37℃解冻。

关症状。1993 年 Pascual 等报道了一种分子量为 200KDa 的可溶

测定方法：设置标准品做标准曲线，设置标准品孔和标本，

性 CR1（sCR1）
，存在于正常血浆中，正常值为 13～81ng/ml。血
清中 sCR1 由细胞分泌产生，血液中 sCR1 的水平与某些疾病具有
一定的关联，研究发现 sCR1 水平升高与机体重要脏器的功能损
伤相平行[1]。因此我们建立了血清 sCR1 酶联免疫夹心测定方法，
研究慢性丙型肝炎血清 sCR1 不同时期的测定值，我们对 98 例慢
性丙型肝炎患者，肝硬化 54 份进行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标本
本组 152 例为枣庄市立医院住院和门诊患者，均为丙肝病
毒感染，男 82 例，女 70 例；年龄 16～68 岁。其中 98 例慢性

用标准曲线计算其浓度。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1.3 ALT 的测定
BENKEMAN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

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所有数据均由 Excle

处理。两两比较组内各数据间差异的显著性，以 P<0.05 表示
有显著差异；P<0.01 表示有高度显著差异。
2

结

果

2.1 不同肝病患者血清 sCR1、CHE、PT、PTA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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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表 1 对比不同肝病患者血清 sCR1、CHE、PT、PTA 变化（
分组

例数

）

sCR1（ng/ml）

CHE（U/L）

PT（S）
*

PTA（%）

正常对照

28

39.7±5.1

6732.2±2789.3

11.9 ±2.7

87.5±14.3

慢性丙型肝炎

98

189.1±14.5

4523.5±1891.2

17.5±3.1

69.1±16.5

肝硬化

54

217.3±32.5

3898.2±1635.3

21.14.4

48.312.7

慢性乙型肝炎

40

117.340.2

4354.5±1891.2

16.5±2.9

61.5±17.5*

注：慢性丙型肝炎与正常对照组，*P<0.01；与肝硬化，#P<0.01，与慢性乙型肝炎 P<0.01。

2.2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不同时期的 sCR1 测定均值
见表 2。

3

讨

论

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CHC）是以肝脏为主要靶器官、由

表 2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组不同时期的 sCR1 测定均值

丙型肝炎病毒（HCV）所致的感染性疾病。急性 HCV 感染者

分期

例数

sCR1（ng/ml）

约 80%发展为慢性丙型肝炎（CHC）
，在 20 年间约 20%发展为

轻度

23

102.3±31.3

肝硬化，每年有 1%～4%肝硬化患者发展为肝癌。丙型肝炎与

中度

40

169.5±53.1

乙型肝炎不同，其进展是缓慢的，通常是悄无生息的进展为肝

重度

35

203.4±69.2

硬化和肝癌。因此检测慢性丙肝患者不同时期 sCR1 的浓度值，

随着慢性丙型肝炎的不同分期，三组之间比较 P 均<0.01，
提示随着病情的发展分期，其 sCR1 值越来越高。
2.3 肝功能正常组与肝功能活动组 sCR1 含量比较
慢性丙型肝炎组所分的肝功能正常和肝功能活动期两组
（以 ALT 参考值为标准）测 sCR1 含量 X，发现两组存在显著
性差异。肝功能活动组 sCR1 水平（232.8±32.8）ng/ml，肝功
能正常组 sCR1 水平（108.2±19.5）ng/ml，肝功能活动组水平
明显高于肝功能正常组，P<0.01 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3。

不但能够了解慢性丙型肝炎的发生发展的情况，而且发现不同
时期的 sCR1 浓度值与肝脏功能有密切的联系。①慢性丙型肝
炎的轻度、中度、重度病人的血清 sCR1 浓度均显著高于正常
人群，而且重度大于中度大于轻度，都有着显著性的差别，说
明肝脏的损伤程度在加重。②慢性丙型肝炎的 sCR1 浓度明显
高于慢性乙型肝炎，有显著性差异，可见与慢性丙型肝炎的肝
脏功能损伤程度要重。③肝功能正常组和活动组 sCR1 浓度差
别显著性与丙肝病毒对肝脏的损伤程度相关。随着病毒的复制
其浓度值越高。④我们检测了肝硬化患者分级后的 sCR1 浓度，
随着分级的增高其浓度值也随着增高，说明病毒对肝细胞的损

表 3 肝功能正常组与肝功能活动组 sCR1 含量比较
sCR1 值（ng/ml）

害一直在慢性的进行而且与肝脏的纤维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

53

106.5±33.7

是具体到什么程度应该进一步做肝纤维化指标的相关性检测。

45

190.68±23.5

通过研究发现：慢性丙型肝炎病人血清 sCR1 浓度的变化与肝

组别

例数

肝功能正常组
肝功能活动组

功能损伤程度密切相关，该指标可作为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病情
2.4 肝硬化不同肝功能患者的血清 sCR1 浓度变化
肝硬化不同肝功能患者的血清 sCR1 浓度，我们按照肝功
能 Child-Pugh 分级，分为 A、B、C 三级，测定 A 级 sCR1 水
平为（103.1±38.2）ng/ml，B 级为（165.5±40.4）ng/ml，C
级为（258.8±58.1）ng/ml；正常对照组为（39.7±5.1）ng/ml。
结果随者级别的增高其浓度均有显著增高。C 级的浓度显著高

严重程度、判断病情发展及预后的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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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医院中药制剂的思路与方法
Developing ideas and methods of TCM medicine in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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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院中药制剂发展到今天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在我国优秀的传统中医药体系基础之上，医院中药制剂既是创新
也是继承，且未来必将得到更好的发展，相比其他制剂，医院中药制剂不但为临床提供了大量有专科特色的专药，弥补了市场药
品供应不足，又配合医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且临床疗效不错，价格便宜，极大地方便了患者。然而，医院中药制剂的发展也存
在很多问题，随着医药业发展和监管的规范，医院中药制剂的水平与当下药品监管要求日渐脱轨，甚至一度成监管死角，存在患
者服药没有知情权等诸多问题。如何提高中药制剂质量，加大医药制剂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加强中药制剂医药监管，值得中医药
学人员去探讨研究。
【关键词】 医院中药制剂；历史；现状；发展；方法策略
【Abstract】 TCM hospital development today has come a long way in our excellent system based on TCM, TCM hospital also
inherit both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will be better, compared to other preparations, TCM hospital not only provides a
large number of specialis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al medicine to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te supply of medicines on the market,
but also with the hospital’s research and teaching,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good, cheap, very easy for the patie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CM hospital met many problem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regulatory standards, the level of TCM
hospitals and medicin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with the current growing derailment.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CM medicine, and
increase efforts to train professionals in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t is worth to explore for TCM research staff.
【Keywords】 The hospital of TCM; History; Status;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strategi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5
1

医院中药制剂的概念及其临床作用
中医的医疗模式是以数种草药作为处方基础，根据患者状

况辨证论治。医院中药制剂来源于临床，是多次临床辨证论治
总结归纳后形成的制剂，多用于某一类病症的治疗。特别是一
些名、老中医的经方、验方和现代各级临床科研课题的成果，

汉书华佗传》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
以酒服麻佛散，既醉无所觉，因刳（kū，剖开）破腹背，抽割
积聚（肿块）
。
”华佗所创麻沸散的处方后来失传。1979 年中外
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华佗神方》，由唐代孙思邈编集，里面就
有人们所渴望而急砍一观为快的“麻佛散”服此能令人麻醉，

制成一定剂型的成品用于临床，具有与临床所需疗效非常接近

不知人事，任人劈破不知痛痒，说明麻醉作用很强。所以临床

的药物功效，保证了临床用药需要，极大地方便了患者，是新

中药制剂由来已久。

药开发的基础，它介于中医药传统个体化与现代产业化之间，

20 世纪 60～70 年代，我国有规模的中草药群众运动，使

在中医药发展链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我国医药的发展作

中药制剂取得了迅猛发展，中药剂型改革也取得了较大的成

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医药理论传承的载体，具有非常高的医药

果，出现了很多新的中药剂型，如中药注射剂、中药片剂、中

吻合度，目前，还没有一个既有利于中医药继承发展，让中药

药气雾剂等。
医院中药制剂以自配、自用为原则，具有配量小、品种多、

制剂再度兴旺，又可以保证人民安全用药、减少仿制和改制中
药的好方法，只有医院中药制剂能够较好地使中医药既继承又

使用周期短等特点，弥补了一些地方因医院医药技术和产业发

创新。

展不平衡造成的供给不足。适应本医院中医临床和科研需要而

2

中医药发展史及医院中药制剂的历史及现状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象征着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和疾病

斗争的睿智，在世界医学上独树一帜。在药物剂型上，商代已
有治病用的药酒，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华佗创制的
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药—麻佛散，是世界最早的麻醉剂。《后

建立的中药制剂生产单元，具有生产和科研的双重性。近几年，
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医院中药制剂的品种、剂型都有所增
加。但是，医院中药制剂仍落后于现代药学的发展。
3

中药制剂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医院中药制剂的剂型、品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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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有所增多。但是，医院中药制剂有不少仍停留在方便使用
的阶段，落后于现代药学的发展，不符合药剂学的发展要求。
在处方拟定、提取及精制工艺、质量标准等方面均有不完善之
处。随着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在中药制剂领域的涌现，矛
盾日益突出。
3.1 医院中药制剂质量与科技含量不高
医院中药制剂质量与科技含量普遍不高，中药制剂质量得
不到全面控制，部分医院只相对注重生产配制条件，而忽视了
药检室是否有能力对自配制剂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药检室必
备的仪器、设备缺乏，有的老化陈旧，只能勉强维持部分项目
检验，不能对自制制剂进行全面的质量监控。
3.2 生产条件不能满足技术要求
长期以来，中药制剂以传统的膏、丹、丸、散为主，配制
条件与环境差，设备落后，虽然近几年来通过《医疗机构制剂
许可证》进行换发与验收及 GMP、GPP 的推行，已经有了一
定的改善，但由于受医院规模、编制等制约，各地医院中药制
剂的发展还存在很大差异，加上医院领导没有认识到中药制剂
的高科技含量，只注重生产，不注重投入，中药人员很少有机
会学习培训，甚至有的医院将非中药人员安插到制剂室，使中
药制剂的发展更加困难。
3.3 制剂标准有待完善
虽然 GPP 对如何管理、制备、应用医院制剂，保证制剂质
量作了全面的规定，但由于中药制剂自身的特点，因此具体操
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
3.4 中药制剂报批、报备艰难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自制制剂需获得省药监局批准文
号，价格要经物价部门审定，但申报自制制剂均需作毒理、药
理、质量标准检验和取得临床有效数据，而要完成所有项目需
要几万至几十万费用。中药制剂多为临床验方，品种多，临床
用量小，多数医院因付不起巨额的实验费用被迫停制或减少制
剂品种，其对中药制剂造成的影响很大。
4

医院中药制剂的发展
医院中药制剂作为中医特色必将在今后继续存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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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中药制剂发展对策

5.1 提高医院中药制剂质量
5.1.1 严格审校申请制剂的中药处方，遵从方剂“君、臣、佐、
使”的组方原则审查临床中医师提交的制剂处方。对中西药混
合的处方，因破坏中医诊病施药的“辨证论治”
，不宜提倡使用。
5.1.2 参照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提高提取效率与质量。
例如：多能提取罐在提取物收集和加热过程中对有效成份的提
取效率等方面较其它加热设备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超声法提
取器在超声波产生的振动、加速度、空化效果及搅拌等作用下，
药品不受热，提取率高，杂质相对较少，对矿物类、某些植物
茎类、动物壳类药的提取较完全，应引起重视。
5.1.3 采用先进的澄清技术，较完全地除去杂质避免有效成份
损失。加入澄清剂，可有效地除去杂质，操作简便。研究表明，
加入酶、明胶和蛋清、甲壳素制备的口服液，其澄明度明显高
于醇沉工艺，并保留较高的有效成份含量。实验表明，甲壳素
还有明显的除菌作用。超滤技术在澄清处理中的应用应引起关
注，因为物理方法除“杂”不导致溶液中有效成份的相变，能
有效地防止有效成份的损失。
5.1.4 对处方中进行含量测定的主要成份应确立测定法，制订
完善的质量标准。有效成份的选择须与中医用药的功能相对
应，如山楂在方中以消食健胃为主，则应测有机酸含量，若以
活血止痛为主，则测黄酮类的含量。
5.1.5 明确中药新药的开发方向，医院中药制剂蕴含着新药来
源。从临床给药途径、用药量和病情缓急等方面综合考虑，制
成片剂、软膏剂、口服液、注射剂等较高级的剂型，进行急性
毒性试验、药理试验，在明确药物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进行临
床对照试验，开发新药。新药开发要适合国内、国际市场的需
要，并能体现中医的优势。与现代医学比较，可另辟中医药治
疗途径的有肝病、癌症、艾滋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可体现中
医药特色的有抗衰老保健用药；急待解决的有高热昏迷、休克、
胆肾结石、急性胰腺炎等以及“现代病”，如肥胖、空调综合
征等疾病的用药。
5.2 加强药品检查与指导药品监督

去，我们要发挥医院制剂专业人员水平较高及医疗结合密

管理部门要继续加强对医院中药制剂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切的优势，抓住中药制剂的特点，重视中药制剂生产全过

保证规范条例落到实处。定期年检换证验收可以促进医院中药

程的质量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要转变观念，把立足点

制剂的软硬件建设，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不断改进制剂质量，

由过去的保证供应型向技术开发型发展，紧密结合临床实

逐步实现标准化、规范化。

际，开发研制具有医院特色而市场又无替代产品的特色制

5.3 发展医院中药制剂培养人才是关键

剂，发挥传统制剂优势并加以筛选和改进， 逐步调整品种

随着 GMP、GPP 实施的不断深入，对医院中药制剂的要

结构。同时结合临床利用经验方、协定处研制新制剂。保

求越来越严，因此，对从事医院制剂的领导人员和操作人员实

持那些常年使用经久不衰的品种，对其中的部分制剂还可

行 GMP 和 GPP 培训，
提高他们对中药制剂的认识和业务素质，

以应用制剂新技术使其成为疗效更高，使用更方便，不良

对于现有中药人员应在进修、岗位培训、学习交流等方面提供

反应更小的新制剂。在保持传统剂型供应的基础上，提高

便利，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同时引进专业人才为医院中药

科技含量，同时申请专利加强保护。我们要坚持控制规模，

制剂行业注入新鲜血液，以确保我国中医药事业代代相承。

保证质量，创造特色， 开发新药。积极发展医院中药事业，

5.4 大力开展中药制剂的研究

促进祖国医药学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人
类健康作出贡献。

医院制剂的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采用传统古方开
发出应用简便，疗效好的新药；可整理中医药文献发掘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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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民间方、验方、祖传秘方开发新药；可从医院长期应用有

密切的优势，围绕中药制剂的特点多做一些工作，重视中药制

效的协定处方中开发新药。对于医院中药制剂，由于新药开发

剂生产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法制观念的加

投资高，风险高，周期长，又需要多学科合作，医院难以独自

强，要转变观念，把立足点由过去的保证供应型向技术开发型

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和技术。但医院中药制剂来源于临床，又

发展，使其得到更好，更长远的发展。

应用于临床，这正是企业新药开发的弱点，因此医院采取“走
出去，引进来”的新思路，将临床应用多年，疗效好的中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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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中药制剂作为中国医药特色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继续发展，我们要发挥医院制剂专业人员水平较高及医疗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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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药煎药室的规范化管理
Discussion on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CM decoc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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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的规范化建设。方法：分析目前中医院煎药室工作现状，从煎药室的布局流程及
设施设备、人员素质、操作规程、质控措施、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化建设。结论：医院要加强煎药室规范化建设，提高中药
煎煮质量，确保用药安全有效。
【关键词】 中药；煎药室；规范化管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TCM decocting room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Methods: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hospital of TCM decocting room, from the decocting room layout of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personnel quality,
operating procedures,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regulatory and other aspects of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Conclusion: To strengthen
hospital medicine boiling chamber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ensure safe and
effective medication.
【Keywords】 TCM; Decocting room;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6
中药汤剂是中医临床应用最广泛的剂型，医生的准确诊断
需通过合乎规范的药剂方能做到药到病除，而中药煎煮质量的

疗效果十分重要。中药的合理煎煮可以充分地发挥药物的作
用，对于防治疾病均有重要意义。

好坏直接影响药物治病的疗效，我国历代名医都十分重视中药

目前医疗机构的中药煎药室承担着为患者提供汤剂煎煮、

煎煮方法。汉代医家张仲景将煎煮用水分为雨水、千扬水等多

制备的服务，故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卫

种；徐灵胎认为：“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

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2009 年 3 月联合下发了《医疗机

乎此”
；李时珍指出了药液煎煮不当的不良后果：
“凡服汤药，

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1]，旨在加强中

虽品物专精，修治如法，而煎药者鲁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

药煎药室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保证中药汤剂的煎煮质量，

失度，则药亦无功。”这些都说明古人已认识到煎煮过程中有

确保中药汤剂安全有效。随着煎药设备的不断完善，煎药机煎

诸多因素影响煎煮质量，而煎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中药药

煮逐渐替代了传统手工煎煮的模式，而《规范》中对煎药机煎

效的发挥。可见中药的煎煮方法对于有效地利用药物和提高治

药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由于各单位采用的设备结构功能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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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具体的操作规程也不尽相同，因此煎药的质量也有差

发生的重要环节和必要保障。重点核对的内容有：煎药人员

别。我院为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从 2000 年开始购进密

接收待煎饮片与药房收方记录是否一致；标签填写是否正

闭高压煎药机和药液包装机，经过十余年的使用，不断总结和

确；各种记录是否填写完整正确；包装后的药液要核对剂数、

完善操作规程，实现了煎药室的规范化管理。现报道如下。

检查包装是否完好、标签粘贴是否正确；送药后收药人是否

1

加强中药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签字等。
3.5 建立中药急煎制度

煎药室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直接关系到煎药的质量。我院

根据《规范》要求，医疗机构要能提供急煎服务。急煎药

派一名中药师专门负责煎药室的工作，煎药人员上岗前必须经

物要求在 2h 内完成，并做好急煎记录。急煎记录包括患者姓

过培训，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平时每月一次业务学习，主要

名、年龄、性别、年龄、科室床号、剂数、浸泡人、煎药人、

讲解中药煎煮的基本知识，如浸泡和煎煮时间、加水量的多少、

加水量、浸泡时间、煎药时间、特殊煎药法、送药时间、送药

先煎后下等特殊煎药法的操作等等，以及操作技能培训，使每

人等内容。

一位煎药人员熟练掌握基础知识，按正确的操作规程进行操

3.6 加强卫生管理

作，并且知识不断得到更新，技术不断进步，更好地为患者提

制订清洁、消毒操作规程。要求煎药室的浸药桶、量杯、

供优质服务。

煎药机、包装机做到使用前后及时洗刷干净，药渣及时清理倾

2

倒，工作台面、地面保持清洁。按照规程定期对煎药设备设施、

改善煎药室环境，规范布局流程

容器用规定的消毒剂消毒，消毒剂定期更换；地面用新洁尔灭
大多数煎药室是建立在《规范》出台之前。由于医院领导
重视程度、经济状况、人员等方面的原因，大多存在面积小、
布局不合理等现象，主要表现在：工作区和生活区分不开；工
作区内相应的储藏、准备、煎煮、清洁等功能区域无法分开；
清扫、清洁和消毒的设备、用具无专用场所保管[2]。2010 年我
院结合实际情况，新建了与临床用药相适应的煎药室，面积达

消毒；定期对室内用乳酸熏蒸或用紫外线灯进行空气消毒。以
上所有操作均填写每日清洁记录和定期消毒记录，做到有据可
查。用于清扫、清洗和消毒的设备、用具，放置在专用场所妥
善保管。
4

加强煎药的质量控制

到 160m2，宽敞明亮，大大改善了工作环境，增加了通风、调

加强煎药的质控、监测工作。科室负责人和煎药室负责人

温、除尘、防积水及消防设施，对工作区各局部进行了功能划

定期（每季度至少一次）对煎药工作质量进行评估、检查，并

分，不锈钢工作台面平整洁净，墙壁和地面均符合规范要求。

每月认真征求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意见，做到有文字资料可

新增煎药机 12 台，新增机型全部为电煎微压循环煎药机，达

查。检查过程深入到煎药的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每一位煎药人

到中药全部二煎的要求。

员；制定用药满意度调查表，征求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意见，

3

及时改进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制订规范的操作规程，建立、完善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加强煎药室管理，逐步使煎药室的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中药煎煮操作十分关键，浸泡时间、火候、煎煮时间、先
煎、后下、烊化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清洁、消毒等直接关系到
药品的质量。因此，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及煎煮、清洁、消
毒等各项操作规程，健全质控措施，确保煎药质量，显得尤为
重要。

是保证中药汤剂质量和中医临床疗效的重要环节 [3]。中药煎
药室工作人员应当不断加强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继承而不
泥古，发扬而不离宗，研究煎药工艺，保证煎药质量，充分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让中药汤剂在中医治疗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

3.1 制订煎煮、清洁、消毒等各项操作规程
按照《规范》的要求，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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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煮、包装、复核、送药及倾倒药渣、清理卫生等。

[3]张宜勇,叶碧颜,陈雪开.探讨目前医院煎药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

3.3 做好煎药记录

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11,20(10):34

记录内容包括患者姓名、年龄、性别、年龄、科室床号、
剂数、浸泡人、煎药人、加水量、浸泡时间、煎药时间、特殊
煎药法等内容。煎药记录由各个环节操作人及时填写并签字，

作者简介：
李冬梅，女，大学本科学历，主管中药师，从事中药调剂工作。

内容完整、真实，不得任意涂改。煎药记录便于差错追溯，便
于责任倒查，促使各环节工作人员加强责任心，对每一位患者
负责。
3.4 建立复核核对制度
复核与核对时煎药室各个工作环节减少差错、防止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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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文关怀对病人康复的重要性
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stic concern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金爱芳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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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护理工作中的“人文关怀”
，其核心是“以病人为中心”
，把对病人的关怀作为一切护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人
文关怀是护理工作、护理文化的核心内容，推行护理人文关怀对临床护理质量的提高和整体护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人文关怀；整体护理；护理质量
【Abstract】 The“humanistic care” in the nursing work, its core is “take the patient as the center”. Take the patient ca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of all the nursing work. Humanistic care is the core content of nursing work and nursing culture. Carrying out
humanistic nurs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and development of holistic nursing.
【Keywords】 Humanistic care; Holistic nursing; Quality of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7
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病人承受的不仅是身体的病痛，

是丑，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都会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尊重

更承受着越来越多的精神压力。现实中，人与人的疏远及人与

和提供优质的服务。以德服人，病人之所以信任我，正是“德”

自然的隔阂一步步加深了人的孤独感、压抑感，人的健康需要

之所在。曾经倒夜班的时候，病人跟我说：
“一看到是你值班，

情感的输导和宣泄。医院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场所，要做到的

我就很放心。
”

不仅仅是治好病人肉体上的痛苦，更应从思想和情感的层面体

七情致病是一个很重要的病因。在临床工作中，有些病人情

现出真诚的人文关怀，积极倡导健康、向上的服务观念体系。

绪不稳定，导致病情拖延或病情加重。佛家有言：给人信心，给

伟大的祖国医学中医讲究以人为本，西医的护理模式也从

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希望。其实，如果我们能真正关心病人，

过去的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的护

用心去安慰病人，鼓励病人，让病人看到希望，就会使病人情绪

理模式。

稳定，心情舒畅，利于康复。有位住院病人曾对我说：
“你们科的

在多年的临床护理工作中，通过自身的不断实践，我发觉
人文关怀在病人的康复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夫、护士说话都很好，服务热情，听你们说说话我的病就好了
一半……”这充分说明了精神因素及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充分的尊重可以赢得病人的信任。病人及家属是我们的服

事前沟通是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和成功的有效方法之一。

务对象，他们有被尊重的需要。维护服务对象的尊严是我们做

例如静脉输液、鼻饲管置管等护理操作技术，虽然操作流程

好工作的基础。因为尊重是互相的，你尊重别人，让对方有了

中有操作前解释等要求，但是如果护士没掌握好沟通技巧，

尊严，有了面子，对方同样也会尊重你，配合你的工作。比如

就不能够让病人充分放松，更好的配合，而降低了成功率甚

说劝烟工作，我会有礼貌地说：“对不起，咱们医院是无烟医

至导致操作失败，特别是老年病人或脑病科的病人，有时护

院，为了病人和咱们大家的健康，请您把烟灭掉。”对方都会

士认为这些人痴呆，听力下降等原因而不做很好的事前沟

十分客气地配合。有一位同事这样说：“烟灭了烟灭了，在医

通，简单粗暴地进行操作，导致病人不配合而增加操作难度，

院你还抽烟！”对方有的不理她，有的会很蔑视的哼一声把烟

降低成功率。

灭掉。再比如静脉输液，谁也不可能保证每次都一针见血。这

综上所述，面对患者，高超的技术固然重要，如果再给病

就需要良好的沟通，取得病人的信任，万一失手，真诚地向病

人以足够的人为关怀，那么治疗效果将如虎添翼，和谐医患关

人赔礼道歉。病人非但不会埋怨你，还会怨自己的血管不好，

系将不再是奢望，医疗纠纷也会明显减少。

安慰你不要难过，不要灰心。
平等待人是赢得病人信任的又一重要方面。孙思邈《备急
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记载：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作者简介：
金爱芳，主管护师，郑州市中医院。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舍灵之苦。若有疾厄
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
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我所接触的所有病人，包括
门诊病人、住院病人，不论是权贵还是平民，是贫是富，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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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张力带结合空心螺钉治疗胫骨结节骨折
Treating tibial tuberosity fracture by modified tension band
combined with hollow screw
邱春华

陈 祥

王延根

（东台市中医院，江苏 东台，22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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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胫骨结节骨折是临床上比较少见的一种骨折，文中论述对 1 例胫骨结节骨折患者行改良张力带结合空心螺钉
治疗，疗效满意。
【关键词】 胫骨结节骨折；改良张力带；空心螺钉
【Abstract】Tibial tuberosity fractures are relatively rare form of clinical fractur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ne case of tibial
tuberosity fractures was treated by modified tension band combined with hollow screw, results were satisfactory.
【Keywords】 Tibial tuberosity fracture; Modified tension band; Hollow scr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8
胫骨结节骨折是临床上比较少见的一种骨折，发于青少年

时股四头肌突然剧烈收缩，或者足相对固定时股四头肌猛烈收

者，多为间接暴力引起骨骺撕脱性骨折；发于成人者，则多为

缩，持续性的应力经髌韧带传至胫骨结节，造成胫骨结节骨骺

直接暴力所致，常为粉碎性骨折，则临床上更为少见。作者手

撕脱，致骨骺分离[2]。成人胫骨结节撕脱性骨折则多为直接暴

术治疗一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力所致，常常造成粉碎性骨折，而且合并其他损伤，如半月板

1

临床资料

损伤和髌韧带损伤等[3]。
胫骨结节撕脱性骨折后，其临床症状和体征均明显，诊断

患者甲，女，62 岁。因骑自行车不慎跌伤致左膝肿痛，

并不困难。临床可以根据 X 线表现确诊并分型。Waston-Jones

活动障碍 2h 入院。检查：左膝关节肿痛明显，胫骨结节处压

首次将胫骨结节骨折分为 1～3 型[4]，但是没有进一步强调骨折

痛，膝关节活动明显受限，伸膝疼痛且无力，髌骨较健侧上

分离的程度。John A，Ogden[5]将骨折分为 1～3 型，且每个型

移，足趾活动可，患肢末梢血运良好。摄片示：左胫骨结节

中又分 A 和 B 两个亚型，并提到了 2B 型和 3B 型者髌骨向近

撕脱性骨折，前上方可见数块游离碎骨片。诊断：左胫骨结

端会缩移位，致创伤性的高位髌骨，股四头肌的扩张部等组织

节撕脱性骨折。治疗：连续硬膜外麻醉下手术，取左膝髌下

合并广泛的撕裂伤，该手术患者病例表现就是这样。对于有移

绕胫骨结节稍外纵作弧形切口，显露胫骨结节、髌韧带，术

位的胫骨结节撕脱性骨折，应考虑手术治疗给予切开复位。因

中可见胫骨结节撕脱性骨折，并向近端回缩移位，清理骨折

为闭合复位不能很好的修复骨折及合并损伤，不能更好地恢复

端血块及周围软组织；伸膝位将胫骨结节骨块解剖复位，用 2

伸膝结构的连续性。John A，Ogden[1]认为除少数骨折外，1B

枚细克氏针临时固定，选取合适的两枚空心螺钉拧入，规格

和所有的 2、3 型损伤均应采用切开复位以达到解剖复位。对

分别为 3.5mm×36mm 和 3.5mm×38mm，将胫骨结节骨块固

于胫骨结节撕脱性骨折，目前采用的内固定有空心螺钉、重建

定于胫骨上，然后在胫骨结节下方 2cm 处以克氏针开孔，穿

钢板、克氏针以及钢丝等。克氏针固定损伤小，尤其是小孩的

入 8mm 张力带钢丝，向上绕过胫骨结节髌韧带止点上部加强

骨骺的损伤小，且对骨折碎裂的更为合适，但是固定不是很牢

固定，直视和 C 臂机下见复位满意，修补撕裂的髌韧带，术

固，因此该方法术后必须加用石膏托外固定，功能锻炼相对要

中活动左膝关节见骨折固定牢靠，逐层缝合切口。术后 1 周

晚一些；单纯钢丝张力带固定对骨块复位有时不能达到解剖复

在床上练习股四头肌，主动被动做膝关节的屈伸活动，活动

位，胫骨结节骨骺下部分容易张开；空心螺钉可以直接将骨块

范围不超过 45°为宜。术后 2 周拆线，主动被动做膝关节屈

固定于胫骨上，但是对于骨质块较小时，固定时很容易导致内

伸活动，加大活动范围，并扶拐不负重行走。术后 6 周 X 线

固定失败；弱采用钢板内固定则骨折剥离范围相对较大，创伤

骨折达临床愈合，部分负重行走。3 个月后，患者左侧膝关节

较大，容易导致骨折的延迟愈合甚至骨折不愈合[5]。而且上述

伸膝正常，屈曲达 120°以上。

几种方法，均不具有减少股四头肌对骨块及髌韧带、扩张部等

2

讨

论

胫骨结节骨折临床上并不多见[1]，多发生于青少年，其受
伤机制是在跳跃、踢足球、起跑等活动时，因膝关节在屈曲位

的牵张力，很容易导致骨块碎裂，也不利于软组织修复。即使
有石膏托等外固定，仍然有再次被拉开的危险，导致异位骨化、
髌骨软化症及关节僵硬等一些并发症。
（下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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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法对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的研究进展
Review on improving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by the Bushen method
胡天惠 1 杜 敏 2 霍树靓 2
（1.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2.甘肃省中医院，甘肃 兰州，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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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补肾法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在临床上已取得良好效果，本文通过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中医病机特点分析，着
重对补肾填精、养血行血法；滋肾养肝，调适阴阳法；中药人工周期法等补肾法在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临床应用进行了评价，
认为中医补肾法治疗既突出局部作用又兼顾整体效应，特别有助于促排卵与子宫内膜同步化反应，使妊娠率得以有效的提高。
【关键词】 补肾法；子宫内膜容受性；综述
【Abstract】 TCM Bushen method has achieved good effect on improving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d on TCM characteristic of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focusing on Bushen Tianjing, Yangxue Xingxue; Ziyin Yanggan,
debugging Yin and Yang; artificial cycle TCM Bushen method to improve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is evaluated that
the TCM treatment of kidney prominent local effects and take into account both the overall effect,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ovulation and
uterine endometrial synchronization reaction, the pregnancy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Keywords】 Bushen method;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59
近年来，不孕症的发病率显著上升，并且还有增加的趋势，

病论》云：
“胞络者，系于肾。
”肾与胞宫相系。胞宫是受孕育

严重影响了不孕夫妇的生殖健康和生存质量。随着胚胎培养技

胎的器官。孕后，肾气盛，气血充足，下聚冲任、胞宫，胞宫

术的进步和培养体系的完善，目前卵子受精率和胚胎分裂率分

营养充盛，胚胎得以成功种植；肾虚，冲任二脉失养，胞脉不

别达到了 70%和 90%，但早期胚胎的种植成功率仍停留在 17%

利，气机不畅，血行瘀滞于胞宫，胞宫失养而胎元不固，胚胎

左右，晚期囊胚的种植成功率也停留在 30%～50%之间，可见，

无以着床而致不孕，这与现代医学所说的子宫内膜的容受功能

虽然可以做到移入较高质量的胚胎，但只有少数胚胎能在

不谋而合[5]。现代中医学者在探讨本病的病因病机方面继承了

IVF-ET 周期中成功着床[1]。如何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是提高

“不孕
古代医家的精华部分，并将其发展。罗元恺教授[6]认为：

IVF-ET 临床妊娠率的关键[2]。子宫内膜容受性是指子宫内膜对

症以肾虚者较多，阴损可以及阳，阳损可以及阴。气病足以及

胚胎的接受能力，即允许胚胎黏附其上直至植入完成的特定阶

血，血病亦可及气。”刘云鹏[7]谓：“因经病不孕者，其病因多

段，有严格的时间及空间限制[3]。许多不孕症患者因子宫内膜

为肝肾不足，肝郁气滞，冲任气血失调等所致。
”马宝璋[8]认为：

容受性的关系而影响胚胎着床，因此探索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

“女性不孕症不外虚、实两类，其虚者责之于肾虚，其实者总

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中医药渗透进入辅助生殖的各

归于血瘀气滞。”综上所述肾气不足、血海亏虚、冲任胞脉阻

个环节，在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和妊娠率及有效减低西药毒副

滞是子宫内膜容受功能低的基本病因病机。

作用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4]。目前中医以补肾的方法改善子

2

宫内膜容受性在临床上取得良好效果，本文就近年来临床运用
补肾法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的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临床应用

2.1 补肾填精、养血行血法
中医学认为肾主生殖，主藏精；肾精之血，冲任直接参与生

1

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中医病机特点
中医学古籍中虽未见明确的“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概念，

育的生理活动，补肾养血药可调节肾－天癸－冲任－胞宫轴[9]。
而在补肾的基础上加活血药又可改善循环，增加卵巢血流量，

但有与其内容相似的记载。
《周易》曰：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从而诱发排卵及促黄体发育[10]。赵琳[11]认为大黄“主下瘀血”
，

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此时阴阳交媾则胎成，肾气通过肾阴

可改善盆腔微循环，增加血流量以促卵泡收缩，提高排卵率。

和肾阳的相互作用，在氤氲之候过后，阴精与阳气充盛于子宫、

徐氏[12]将 100 例有自然流产史者于月经干净后给予调经助孕

胞脉，气血满盈，此时胞宫表现出容纳能力，为孕育做好准备，

丸进行治疗，嘱患者连续服 5 个月经周期以上，每月服 20d，

这与现代医学所说的“着床窗口期”开放类似。
《傅青主女科》

经期停药，期间避孕，结果在排卵日子宫内膜厚度、A 型子宫

一书中将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内容阐述的最为深刻而广泛。如种

内膜、子宫内膜螺旋动脉 PI、RI 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

子篇身瘦不孕中提出了“血足则子宫易于容物”的论点。而“女

妊娠成功率 77%。龚朝军等[13]则以补肾活血方中加入香菜鲜品

子以肾为本，以血为用”
、
“上应太阴，下应海潮。
”
《素问·六

30g，妊娠率提高到 41.4%。

节藏象论》曰：
“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
”故肾是封

2.2 滋肾养肝，调适阴阳法

藏生殖之精的脏腑，自然而然主宰人体的生殖活动。
《素问·奇

庞保真等[14]认为，卵子的有规律排出与肝的疏泄功能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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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久不排卵者多有不同程度的肝郁，故在补肾中药基础上

戊酸雌二醇对照组，应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绒毛促性

加疏肝理气活血之香附、柴胡、枳壳、红花、益母草、王不留

腺激素（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类型及血流状态，结果

[15]

通过研究益气血补肝法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显示补肾药中药组子宫内膜厚度较对照组明显改善，差异显著

治疗周期中对雌二醇、孕酮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通过补益气

（P<0.052）
。中药可改善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等器官的

血、滋补肝肾，可以在种植窗期提高雌激素及孕酮水平，从而

异常形态，使内分泌激素及其受体水平恢复正常，通过调节性

改善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提高胚胎种植率。王冰洁[16]通过对补

腺轴功能而促排卵。补肾方药能使无排卵大鼠（ASR）模型腺

肾养血中药对无排卵性不孕的治疗作用及机理探讨，认为中药

垂体、卵巢形态学恢复正常，垂体促性腺激素升至正常，卵巢

注重于全身机能的调节，通过补肝肾、益精血、调冲任而达到

孕激素受体由阴性转变为阳性[23-24]。比较治疗前后 ASR 的肾

促排卵效应，其整个过程属自然周期，排卵与子宫内膜的发育

上腺、垂体与卵巢，发现补肾中药使模型组大鼠增生的肾上腺

同步，着床日子宫内膜容受性达最高水平。王奎武等[17]认为不

皮质网状带变薄，雄激素、脱氢表雄酮（DHA）的合成减少，

孕症治疗万变不离其宗，依据肾藏精，为天癸之源、冲任之本

缓解了肾上腺来源雄激素对性腺轴的影响[25]。

行。张金玉等

的理论，创益肾调经之石英毓麟汤，方中重用两味药，紫石英
温肝补肾，兴奋卵巢，仙灵脾补肾壮阳，有性激素样作用。

4

展

望

众多有关补肾中药的研究表明补肾中药具有调经[26]、促排

2.3 中药人工周期法
中药周期疗法的特点是模拟月经期、经后期、经间期和经

[27]

卵

、助孕[28]及促进早期胚胎发育的作用[29]。有文献[30]报道补

前期阴阳气血消长的生理性节律变化，进行周期治疗，达到调

肾中药对调整下丘脑-垂体-卵巢性腺，改善卵巢储备功能和于宫

经、助孕之目的。常用于崩漏、闭经、月经前后诸证、不孕症

内膜微环境上有一定作用。黄冬梅等[31]通过对补肾益气和血方

等妇科疾病[18]。此法吸取了传统中医辨证施治和方药的优点，

中药对胚泡着床小鼠子宫内膜胞饮突表达的影响，认为补肾中

又结合现代医学对月经周期的认识和诊断，模仿妇女月经周期

药还能促进子宫内膜表面胞饮突的表达，使子宫内膜微环境得

的生理改变而用药，以补肾法为基础，综合调理，调动人体脏

到改善，进而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中医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

腑、气血、经络的生理功能，通过调节“肾-冲任-天癸-胞宫”

以补肾为基本原则，同时通过辨证随证加用滋养肝阴、补脾益

间的平衡关系发挥治疗作用，促进月经恢复及排卵，从而广泛

气，养血活血等方法，使其治疗更为具体化、人性化。中医治

将符合条件的 42 例行

疗既突出局部作用又兼顾整体效应，特别有助于促排卵与子宫内

IVF-ET 失败患者子宫内膜厚度<8mm 者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

膜同步化反应，使妊娠率得以有效的提高。尽管中医药在改善子

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 21 例，治疗组行中药周期疗法治疗 3 个

宫内膜容受性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优势，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

周期，对照组休息 3 个月，再行 IVF-ET 常规方案。结果：中

缺陷，如服药周期长，疗效缓慢等，因此，将中医学与现代医学

药周期疗法治疗组与对照组内膜厚度、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

相结合，可相互弥补不足之处，不仅可降低西药毒副反应，使西

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中药周期疗法能改善因超促排卵

药用药量少，费用减低，副反应减轻或消失，而且中西药合用不

引起的抗雌激素作用的内膜厚度，有促进子宫内膜生长的作

易产生耐药性，并可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定会在不孕症的治疗

[19]

应用于月经病，不孕症等领域。高氏

[20]

用，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提高临床妊娠率。王志俊

分别在

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及行经期使用益、通、温、调 4 种方

及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应用中发挥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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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患者先采取细克氏针暂时固定骨折块，用空心螺钉沿着
细克氏针拧入固定胫骨结节骨折，该方法减少了在胫骨结节骨
折块上反复打眼，同时也减少了创伤以及降低骨块碎裂风险，
利于骨折牢靠固定，改良张力带钢丝能够对抗股四头肌的收缩
力，使髌骨回复到正常的解剖位置上，正是由于改良张力带固
定使得骨折部位张力明显减少甚至无张力，这样更好利于骨折
端及髌韧带等损伤的修复。该方法治疗胫骨结节骨折具有手术
操作简单，有利于术后能够早期进行功能锻炼，有利于骨折愈
合的同时防止发生膝关节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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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乳腺增生的研究进展
Review on treating mammary glands wit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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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针灸治疗乳腺增生病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主要从针法、灸法、其它疗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综述了针灸
并用治疗乳腺增生病近况以及研究进展，说明了针灸治疗乳腺增生病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乳腺增生病；针灸疗法；文献综述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research progress of mammary glands were reviewed, mainly analyzed from
the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other therapies and other aspects. synthesis and use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mammary glands 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research, explains acupuncture have mammary glands goo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in mammary glands and explains that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in mammary glands has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s.
【Keywords】 Mammary glands; Acupuncture therapy;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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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增生病是乳腺上皮和纤维组织增生，乳腺组织导管和

人所取穴位得气后将 G6805 治疗仪接在诸穴针柄上，以疏密波

乳小叶在结构上的退行性病变及进行性结缔组织的生长，既非

通电 30min，强度以患者能忍受为度。用毫针刺乳根、膺窗、

炎症也非肿瘤的良性增生性疾病，属于中医学“乳癖”
、
“乳痞”

膻中、期门，得气后通电，配合康为电子灸疗仪灸阿是穴、乳

等范畴。乳腺增生病最常见的乳房疾病，其发病呈上升的趋势。

根、膻中，总有效率 96.6%。赵氏[5]用围刺法配合电针治疗乳

现代医学主要依据激素紊乱理论，采用抗激素药物治疗，起效

癖患者 108 例，其中肝郁痰凝型 66 例，冲任不调型 30 例，气

快但作用难于持久且毒副反应多。针灸治疗本病有着独特的优

血两虚型 12 例，在肿块周围沿内上、外上横纹行横纹刺，以

势和潜力，近年来，针灸治疗乳腺增生病的文献报道呈上升趋

患者自觉酸麻胀为度，得气后加 G6805-A 电子治疗仪疏密波治

势，临床疗效显著，现将其治疗进展综述如下。

疗 20min，肝郁痰凝型加刺行间、丰隆、脾俞，冲任不调型加

1

刺关元、肾俞，气血两虚型加刺气海、足三里、肾俞。总有效

针

法

王氏等[1]采用点刺肝俞、膏肓俞为主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
增生病。治疗组主穴取肝俞、膏肓；配穴取丰隆、臂中，留针
20～30min，10min 行针 1 次。随后再行俯卧位，取膏肓、肝俞，
用三棱针点刺出血，在该穴处拔罐，必须拔出血液 2ml 左右方
可见效。每日治疗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体息 5～7d，
再进行第 2 个疗程，隔日治疗 1 次，按此方法连续治疗 3 个疗
程，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6.1%。郭氏等[2]采用电针加放血治疗
本病 23 例。方法：电针主穴，乳根、膻中、血海、肝俞；配
穴：足三里、阳陵泉、太冲等。每次选用主穴及配穴各两个，
选用连续波通电 30min；然后三棱针点刺放血加拔罐，取穴：
肩井、膏肓交替使用。留罐 10min。治疗 10 次为 1 个疗程，每
例病人最多治疗 3 个疗程，痊愈，总有效率 91.3%。王氏[3]用
针刺治疗取四关穴（双侧合谷、双侧太冲、膻中）。患者仰卧

率 93.5%。张氏等[6]用磁极针治疗本病，主穴为屋翳、膻中、
合谷、足三里、乳根；肝气郁结者加太冲；月经不调者加三阴
交；肝肾阳虚者加太溪；胸闷肩困者加外关；气血虚弱者宜轻
刺合谷、足三里。选针：选用 30 号 1～2 寸磁性针灸针 N、S
极各半；磁性穴针 N、S 极对针。操作：在膻中穴用 S 极磁针
两枚分别刺向左右乳根部，用 N 极磁性针灸针两枚分别在双侧
屋翳穴针刺，乳根穴也用 N 极磁性针灸针刺之；余穴用 N 极针
刺。得气后膻中与屋翳（或乳根）两穴接 G6805～I 型电针治
疗仪分左右两组输出，波形采用疏密波，强度以患者耐受为度；
余穴每 5min 行针 1 次，每次治疗 30min，10 次为 1 个疗程，
疗程间休息 3～5d；月经期停止治疗，治疗期间停用一切药物。
并由患者早、晚配合应用磁性点穴针对针（N、S 极各 1 枚）
合拢点按以上穴位，以自觉有酸胀感为度，每穴 2min，总有效
率 96%。

位，将针刺入四关穴的皮下，得气后行提插捻转泻法。膻中穴
采用“鸡爪刺”
，即于膻中穴处向左右乳房方向和正下方各刺 1
针，行提插捻转泻法，留针 25min，10 次为 1 个疗程。总有效
[4]

2

灸

法

陈氏等[7]采用艾灸仪配合中药治疗，第 1 组患者 35 例，配

率为 97.1%。侯氏 利用针刺配合康为电子灸治疗本病。方法：

戴插有专用艾柱的乳罩式治疗器灸 30～40min，同时口服中药

选穴，乳根、膺窗、膻中、期门，月经不调加三阴交。快速刺

乳健 1 号方（鹿角霜、补骨脂、路路通、三棱、柴胡、郁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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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剂/d；第 2 组患者 26 例仅用艾灸仪治疗，第 3 组患者例仅服

个月。
结果：
治愈 16 例，
好转 10 例，
无效 2 例，
总有效率 92.86%。

用乳健 1 号方，经治疗 3 个疗程后，第 1 组有效率 91.4%，第

李氏[18]选取背俞穴、内关、公孙、三阴交、阴陵泉、蠡沟、足

2 组 65.4%，第 3 组 60.0%，第 1 组疗效明显优于第 2、第 3 组。

三里、膻中、屋翳、乳根、掌门、极泉、手三里、太溪、阿是

[8]

、膻
李氏 用艾灸交替灸增生结的正中及四周以及乳根（患侧）

穴，采用揉法、点法、按法、摩法、擦法、提拿法、提颤法、

中、足三里等穴，配合内服逍遥丸治疗 68 例，总有效率 97%。

捻揉法、按揉法、振腹法，治疗乳腺增生病 56 例，10 次为 1

[9]

李氏等 采用隔木香饼灸法治疗乳腺增生病。治疗组方法：木

疗程，治疗 1～3 个疗程，总有效率 92.90%。龙氏[19]采用推拿

香研末、生地捣膏，木香与生地比例为 1∶2，加用蜂蜜调和制

治疗乳腺增生病患者 13 例，取脊柱、膈俞、肝俞、天宗、肩

成圆饼状。直径 4cm，厚度 0.5cm，乳房病变部位涂抹适量凡

井、曲池、合谷、三阴交、胸大肌腱、屋翳及腹部穴，患者去

士林，将饼置于病变部位，上置中艾柱点燃，每次 3 壮，隔日

仰卧位，医者双手拇指点按曲池、合谷、三阴交等穴；拿揉双

1 次，自月经后 15 日起至月经来潮止，共计 3 个月经周期。治

侧胸大肌腱，擦推上胸廓前部；再用掌振法振腹，振腹时以神

疗组总有效率 91.66%。

阙穴为中心，400～600 次/min，总有效率为 84.60%。

3

4

其他疗法

3.1 拔罐疗法

结

语

乳腺增生病属于祖国医学的“乳癖”
、
“乳痞”等范畴。多

王氏 [10] 以背俞穴拔罐治疗乳腺增生病：用大号真空拔罐

由于郁怒伤肝，肝郁气滞；思虑伤脾，脾失健运，痰湿内蕴，

器，取肝俞（双）、脾俞（双）拔罐，抽罐真空至病人能耐受

以致肝脾两伤，痰气互结，瘀滞而成块。或因肝肾不足，冲任

为度，留罐 40～50min，4 穴多发泡（尤在治疗初期）
，注意勿

失调，阳虚痰湿内结所致。总而言之，肝气郁结、冲任失调为

弄破，令其自行吸收。待结痂消除后，行下一次治疗；不发泡

本病的病机特点。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女性所面临的工作

者，1 次/3d，10 次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92 例，总有效率 90.4%。

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而情志因素与乳腺增生病有着很大的相

李氏[11]运用针灸配合拔罐治疗乳腺增生病 12 例，效果满意。

关性，中医在疏肝理气、调节情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3.2 耳穴贴压

从目前的治疗原则分析，仍倡导运用祖国医学的疏肝理气，调

王氏[12]采用耳穴贴压法（取穴：肝、肾、内分泌、胸、乳

理冲任，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补益肝肾等法。针灸在治疗乳

腺），每日自行按压 3～6 次，每次每穴按压 30～60s，5～7d

腺增生病方面尤有重要作用，如疗效确切，减少不良反应和降

更换 1 次，双穴交替，12 次为 1 个疗程。共治疗乳腺增生病

低复发率以及缩短疗程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76 例，治愈 47 例，总有效率为 90.8%。冯氏[13]等采用肝、交

①目前临床对此病在诊断、疗效判定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

感、内分泌、皮质下、乳腺等耳穴，配合中药乳癖汤治疗乳腺

各治疗方法间很难进行横向比较；②有关各疗法的临床报道虽

增生病 101 例，总有效率 96%。

然不少，但多未采用随机、对照法，是许多报道失去了可比性

3.3 穴位敷贴

与重复性，结果的可靠性。故今后应制定客观的、规范的诊断与

徐氏[14]火针点刺加中药穴位贴敷治疗乳腺增生 65 例，火
针点刺：用中粗火针在肿块四周向肿块中央斜刺，然后在肿块
中央直刺，每次点刺 4～5 针，4d 行 1 次；中药穴位贴敷：点

疗效判定标准，以期针灸在治疗乳腺增生病上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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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中医外治法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infantile pneumonia with external therapy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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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小儿肺炎中医外治法的研究进展，西药的治疗容易使患儿机体免疫能力降低。而中医外治法在辅助治疗小儿
肺炎中疗效显著，例如常见的中医外治法，贴敷疗法、拔罐疗法、推拿疗法、灌肠疗法、经皮疗法、针刺疗法、穴位注射、药浴、
TDP 疗法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药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 小儿肺炎；中医外治法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reating infantile pneumonia with External therapy of TCM,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is easy to make children immunity ability reduced. External therapy of TCM in the auxiliary has obvious therapeutic effect on
pediatric pneumonia, For example, common external therapy of TCM, Sticking therapy, cupping therapy, massage therapy, enema therapy,
percutaneous therapy, acupuncture, acupoint injection, medicated bath, TDP therapy, A certain extent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modern medicine.
【Keywords】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External therapy of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61
小儿肺炎是儿科呼吸系统常见疾病，一年四季均易发生，

药物更容易渗透到局部皮肤，进入经脉、血络运行至全身，从

冬春季节多见。临床上以发热、咳嗽、气促、呼吸困难，及肺

而发挥其药理作用；药物对腧穴的刺激，调动经络系统的功能，

部固定的湿啰音为表现。小儿肺炎中医称为肺炎喘嗽，严重危

起到调节脏腑阴阳气血，补益正气等作用。张连娟[1]运用敷胸

害儿童健康成长，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全球 3 种重要儿科

散（主要成份是大黄、芒硝）敷于肺炎肺部啰音较多处，3d

疾病之一。在西医治疗中，主要是抗生素和抗病毒治疗，但是

为 1 个疗程，相继敷用两个疗程后，肺部啰音逐渐减少至之消

临床中抗生素过度使用及抗生素不断升级，容易导致耐药性增

失，胸片提示炎症吸收，临床症状逐渐消失，缩短治疗疗程。

加，菌群失调等副作用，如耐药菌的繁殖、患儿机体免疫能力

黄辉[2]使用消啰散（大黄∶赤芍∶川芎∶葶苈子∶丁香=2∶2∶

降低等。中医外治法在辅助治疗小儿肺炎方面，疗效显著，毒

2∶2∶1 配制成膏状）
，外敷小儿背部啰音显著处，辅助治疗小

副作用小、价格低廉，一定程度上可弥补西医的不足，具有独

儿支气管肺炎后期啰音不消 72 例，相对于使用常规治疗的对

特的优势。“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与内治并行，补内治之不

照组，啰音消失时间减少 1～3d，治愈率及有效率显著提高。

及。”目前临床上常见的外治法有贴敷疗法、拔罐疗法、推拿

代艳敏等 [3] 根据冬病夏治在夏季三伏天使用贴敷疗法，对哮

疗法、灌肠疗法、经皮疗法、针刺疗法、穴位注射、药浴、TDP

喘患者起到调节免疫、改善肺功能、止咳平喘的效果，同时

疗法等。

体现了治未病思想在贴敷疗法中的应用。现代研究证明穴位

1

贴

敷

贴敷疗法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将中药制成膏、散等
剂型，直接贴敷于皮肤、腧穴或病变部位，具有疗效明显、便

贴敷能有效地提高患者体内干扰素水平，增强机体非特异性
防御能力[4]。
2

拔

罐

于操作、毒副作用少的特点，起到输通经络、调和气血、扶正

拔罐（俗称火罐）是以罐为工具，借助燃烧、挤压等方法

祛邪、活血化瘀的作用。其包括了整体观念、穴位作用和经络

排空罐内气体，形成负压，使罐吸附于患处、穴位等体表特定

学说。儿童皮肤薄而细腻，年龄越小，细胞外液量相对较多，

部位，产生广泛刺激，形成局部充血或瘀血现象，从而达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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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身健体，防病治病的治疗目的一种方法。具有增强体质、调整
人体的阴阳平衡、扶正祛邪的作用。杨献英[5]在小儿肺炎恢复
期，在定喘、大椎、风门、肺俞、脾俞、肺底部阿是穴闪火法

线片阴影消失等指标均较对照组缩短。
5

经

皮

经皮给药技术集药疗、电疗、灸疗、磁疗、热疗为一体[16]，

拔罐后在背部啰音区做 TDP 照射，患儿咳嗽痰鸣消失，肺部
及支气管啰音消除，治愈率为 100%。牛丽等[6]运用中药穴位

将中药制成药贴，贴于皮肤穴位处，使其在电流脉冲的作用下

拔罐治疗加贴敷治疗 60 例有咳喘症状患儿，
总有效率为 100%。

经皮肤进入由于局部受热而扩张的毛细血管，从而进入局部或

陈婉姬 等运用闪火拔罐法在背部啰音区、两侧肺俞穴拔罐，

全身血液循环，发挥药效。经皮给药可以避免药物在肝脏吸收

患儿发热、咳嗽、咯痰及啰音改善较为明显，平均住院天数缩

的“首过效应”，降低血药浓度的峰谷变化，减少患儿的个体

[7]

短 3 d 左右，且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减少。朱南方等 报道拔罐

差异，同时毒副作用较小，药物可以很好的渗透到局部皮肤，

降低患儿 sIL-2R 值，调节肺、脾、肾及其经络气血的正常运

定向、定量、定范围地进入病理组织和器官，进而进入血液循

[8]

行，从而增强患儿免疫功能。张才擎等 研究药罐拔罐可使

环，起到局部和全身治疗的作用。梁倩玉[17]王妍炜[18]运用经皮

CD4+、CD4+/

升高，CD8+、IL-4、IL-10、

药物导入治疗小儿肺炎，观察组临床症状好转，体温正常、咳

IgE 降低；IgM、IgA、IgG、补体 C3、补体 C4 升高，改善患

嗽消失、肺部啰音消失时间具有显著差异，住院时间明显短于

[9]

CD8+、IFN-7、IL-2

儿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3

推

拿

推拿疗法是运用按、摩、推、拿、捏、揉、打、颤等手法
作用于人体体表的特定部位，具有调和气血，疏通经络，滑利
关节、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王彦平等[10]在对照组口服中药

对照组，痊愈率和总有效率均明显大于对照组。张春丽[19]常规
治疗基础上给予经皮给药外敷双侧肺俞穴治疗小儿细菌性肺
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8.46%，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93.85%，
P<0.05。两组均无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及不良反应发生。
6

组治愈 11 例，有效 19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为 76.92%，治
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具有统计学差异。李春融等[11]
运用推拿配合西药治疗小儿肺炎，肺部啰音吸收推拿治疗组明
显好于对照组，P<0.005；推拿组平均疗程 8d，对照组平均疗
程为 11d，推拿组比对照组平均缩短疗程 3d；两组腹泻合并症
推拿组明显少于对照组，P<0.005。王永新等[12]使用推拿和中
药保留灌肠治疗婴幼儿肺炎，两组疗效相比，观察组显效 56

刺

针刺疗法是运用适当的针具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运

的基础上运用推拿治疗小儿肺炎，两组治疗效果相比，治疗组
治愈 15 例，有效 13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为 97.44%，对照

针

用提插和捻转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具有活络通经、宣通气
血、调整阴阳、扶正驱邪的作用。程建生[20]以针刺双侧鱼际穴
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60 例，总有效率 98.3%。安英俊等[21]
运用针刺加拔罐疗法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 60 例，治疗后，临
床症状完全消失，胸部 X 线检查、实验室检查均正常。经 2 次
治疗痊愈 5 例，3 次治愈 14 例，4 次治愈 20 例，5 次治愈 13
例，6 次以上治愈 8 例。
7

穴位注射

例，有效 6 例，效差 1 例，有效率 98%，对照组显效 35 例，

穴位注射疗法，即水针疗法。是将药液注射到相关腧穴或

有效 18 例，效差 10 例，有效率 88%；观察组症状缓解时间明

特定部位，通过针刺和药液对穴位的刺激及药理作用，从而调

显短于对照组，3d 内症状控制率为 90%，一定程度减少了婴儿

整机体功能，改善病理状态的一种治疗方法。曾渊华[22]运用当

期内重症肺炎并发症的发生率。

归液在双侧丰隆穴注射治疗小儿肺炎，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

4

灌

肠

组，治疗组患儿肺部啰音全部在 5d 内消失，全身症状、体征
随之消失或减轻，平均住院时间为 5.38d，注射穴位局部无不

灌肠法是用导管自肛门经直肠插入结肠灌注液体，起到降

良反应。对照组患儿肺部啰音均在 7d 以上消失，平均住院时

温、供给药物、营养、水分等治疗目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可

间为 9.89d。高有明[23]在无热的情况下合用阿托品、异丙嗪，

通过中药灌肠治疗小儿肺系疾病。蒋道国等[13]使用清金解毒液

在定喘穴、鸠尾穴位注射治疗小儿肺炎，患儿咳、喘、啰音症

水煎保留灌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治疗组主要症状和体征较

状明显消失。治疗组显效 40 例、有效 20 例、无效 2 例，对

对照组消失较快，血清 IgA、IgG、IgM、IL-2 水平较治疗前明

照组 30 例 、有效 20 例、无效 12 例。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有

显增高。吴海燕[14] 自制肺炎合剂直肠滴灌治疗小儿肺炎 103

显著差异（P<0.01）。江慧红[24]等在常规西医抗细菌、抗病毒

例，治疗 1 周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1）
。治疗组

治疗小儿肺炎基础上，治疗组加用毛冬青注射液 2ml，分别穴

疗程为 4～7d，平均 5.95d；对照组疗程为 6～10d，平均 8.42d。

位注射肺俞穴、脾俞穴，喘促甚者加用定喘穴，病程长，反复

治疗组咳嗽、喘息缓解时间及干啰音、水泡音消失时间均明显

发作者加用肾俞穴，每天选 2 穴，每穴注射 1ml，1 次/d。治疗

短于对照组（P<0.01）
。孟俊峰[15]运用中药（黄芩 6g，桑皮 10g，

组平均疗程 3.21d，啰音消失时间平均 1.57d，2 年内复发率

杏仁 10g，枇杷叶 10g，党参 15g，麦门冬 5g，胡麻仁 5g，柴

22.5%，对照组平均疗程 4.29d，啰音消失时间平均 3.08 天，2

胡 10g 加水煎至约 200ml 备用）保留灌肠治疗小儿肺炎，两组

年内复发率 46%，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疗效比较，治疗组治愈 24 例，好转 1 例，无效 0 例，平均住
院时间 9.84d，治愈率 96.00%；对照组治愈 17 例，好转 3 例，

8

药

浴

无效 0 例，平均住院时间 12.76d，治愈率 85.00%；两组主要观

药浴疗法是用中药煎汤，让患儿浸泡、洗浴，促进皮肤

察指标持续时间比较，治疗组退热、止喘、肺部啰音消失、X

的血液循环，让药物通过皮肤起到调和气血，温经活络，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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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病邪的作用。李一民等[25]运用中药沐浴包治疗小儿上呼吸

[8]朱南方,刘云峰,余惠华,等.拔火罐、穴位注射对反复下呼吸道感染患儿

道感染，总有效率 95.38 %。单海军[26]等对外感发热患儿口服

sIL-2R 变化的影响[J].新中医,2003,35(10):42-43

退热药加药物进行疗效观察，单纯药浴组共 90 例，总有效率

[9]张才擎,梁铁军,张伟,等.药罐疗法对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迁延期患者免疫

57.8%。退热药加药浴组共 51 例，总有效率 90.2%。退热药

功能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26(11):984-985

加药浴组即时退热效果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单纯药浴组

[10]王彦平,贺涛.推拿配合辨证治疗小儿肺炎 39 例[J].山西中医,2012,

（P<0.05）
。

33(7):801-802

9

[11]李春融,张秋晔.推拿配合西药治疗小儿肺炎 111 例临床观察[J].针灸临床

TDP

杂,2000,16(5):34-35

TDP 治疗器即神灯，能够加速修复微循环系统，促进局

[12]王永新,宋秀珍.中西医结合治疗婴幼儿肺炎疗效观察[J].现代中西医结

部血液循环和组织营养代谢，加快人体不稳定结构的解体，增

合杂志,2005,14(22):29-49

加血细胞的游走、吞噬功能和血管通透性，激发肺泡内巨噬细

[13]蒋道国,尤家平.清金解毒液灌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临床研究[J].湖北

胞的活性，增强发挥其吞噬病原体和消除病原体的作用，降低

中医杂志, 2001,23(7):10-11

感觉神经的兴奋性，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强代谢，提高免

[14]吴海燕.中药直肠滴灌治疗小儿肺炎疗效观察[J].中国中医急症, 2010,

疫力，达到消炎目的。王惠珍[27]在常规进行抗感染、清肺止咳
化痰治疗的基础上 TDP 在胸、背部辐射磁疗。治疗组显效率、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无效率低于对照组。何华云[28]运用 TDP

19(4):570-571
[15]孟俊峰.中药保留灌肠治疗小儿肺炎 45 例疗效观察[J].针灸临床杂志,
2011,6(19):61

治疗新生儿重症肺炎，实验组患儿治疗后深部痰培养转阴率、

[16]刘秀英,曾令梅.中药经皮给药辅助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 2010 例临床疗

肺部 X 线阴性率、临床症状持续时间、治愈率均明显优于对照

效观察[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2009,24(5):388-389

组，P<0.05。
10

小 结
现代医学认为中医外治法能增强肺功能、减轻肺部炎症、调

节患儿免疫功能。小儿口服药物困难，中医外治法具有操作简单、
使用方便、毒副作用较小、价格低廉等优点，因此可以很好的辅
助治疗小儿肺炎，减少口服药物。贴敷、拔罐、推拿、经皮给药、
TDP 治疗更易被患儿及其家长接受，在临床上使用广泛；针刺、
穴位注射、灌肠患儿不易配合、安全性较差，使用相对较少；药
浴对发热患儿效果较好。但是中医外治法在治疗小儿肺炎的研究
方面也存在着缺点：①外治法方面的临床疗效观察较多，动物实
验研究较少，没有系统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②小儿肺炎的危急
重症，外治法几乎没有研究；③相关的中药组方、针刺选穴差异
较大，治疗效果不确切。今后应以临床实践为基础，加强动物试
验，进行系统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发
挥中医外治法的特色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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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法治疗慢性心衰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CHF with the Yiqi Wenyang
Huoxue Lishui method
吴 献 彭新明 屈 波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4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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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心衰是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最终归宿，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经过大量临床实践，中医对慢性心衰的认识
逐步完善，气阳亏虚、血瘀水停为基本病机，益气温阳、活血利水为基本治法[1]。20 世纪末，神经-内分泌-细胞因子和心室重构
理论提出，现代中医尝试通过这一理论探讨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法治疗慢性心衰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 慢性心衰；益气温阳；活血利水；综述
【Abstract】 Chronic heart failure is the final result of mos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in these patients.
Through a lot of clinical practice, the comprehension of TCM on CHF is gradually improving. Deficiency of Qi and Yang, blood stasis and
water retention is the basic pathogenesis. Qi-replenishing and Yang-warming，blood-activating and water-alleviating are the main therapies.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the theory of neuroendocrine-cytokines and ventricular remodeling has been proposed.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rie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Qi-replenishing and Yang-warming, blood-activating and water-alleviating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CHF through this theory.
【Keywords】 CHF; Qi- replenishing and Yang-warming; Blood-activating and water-alleviating;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62

1

改善心功能
芪苈强心胶囊是在中医脉络学说基础上研发的中药复方

性 [5]：伴有胚胎基因再表达的病理性心肌细胞肥大、心肌细胞
死亡、细胞外基质的过度纤维化或降解增加。慢性心衰时，由
于心肌舒缩功能减退导致外周灌注不足及心腔内压升高，机体

制剂，主要由黄芪、附子、人参、葶苈子、丹参等组成，是益

全面启动神经-内分泌-细胞因子机制进行代偿，并通过细胞内

气温阳、活血利水法的代表方剂。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心衰

信号通路的改变，基因表达的异常和多种基因之间的相互作

的随机、双盲、多中心临床研究[2]将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为芪

用，促使心室重构渐进性发展。

苈强心胶囊治疗组（326 例）和心宝丸对照组（162 例）
，结果

2.1 影响交感-肾上腺素能系统及血流动力学

显示：治疗组心功能疗效、Lee 氏心力衰竭计分疗效和中医证

在心衰早期，通过颈动脉和主动脉压力感受器的调控，引

候疗效均十分显著，其中后二者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

起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大量肾上腺素（E）和去甲肾上腺素

义；治疗组明显提高患者左室射血分数（LVEF）和 E/A 比值，

（NE）释放入血。血浆中 NE 浓度可以作为判断心力衰竭预后

改善心脏收缩和舒张功能。王韶兵[3]观察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方
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将 60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常
规西药治疗加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方）和对照组（常规西药治
疗）
，疗程两周。结果显示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93.33%，对照组
76.7%，心输出量、心脏指数、射血分数及 6min 步行试验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
。宫丽鸿、张艳[4]采用随机、双盲、安
慰剂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设计方法观察强心通脉颗粒治
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将 280 例患者按分层区组随机法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40 例，两组均予慢性心衰常规西药治
疗，治疗组加服强心通脉颗粒（由人参、黄芪、丹参、红花、
三七、益母草、葶苈子等药物组成）。结果显示治疗组心衰计
分、6min 步行试验、中医症状疗效计分和 6 个月再住院率及病
死率的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的指标[6]，其增高程度与心力衰竭的严重性呈正相关，NE 水
平愈高，预后愈差。儿茶酚胺类物质长期浓度过高可以通过对
心脏的直接毒害作用，增加心肌耗氧和能量消耗及下调 β 受体
密度引起心肌损害，参与心室重构[7]。江秋玉等[8]观察自拟心
衰合剂（黄芪、桂枝、桑白皮、葶苈子、车前子、白术、丹参、
赤芍、大枣）对慢性心衰患者去甲肾上腺素（NE）、血管紧张
素Ⅱ（AngⅡ）
、醛固酮（ALD）及左室射血分数（LVEF）的
影响，治疗组为西药常规治疗加心衰合剂，对照组为西药常规
治疗。结果显示 CHF 患者 NE、AngⅡ与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
关，两组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组间比较差异显著，提
示心衰合剂对 CHF 时神经体液因子的过度激活具有干预作用。
沈淑静等[9]探讨益气温阳、活血利水中药对心力衰竭兔的血流
动力学影响。将新西兰兔随机分为中药组、地高辛组、模型组

2

延缓心室重构
心室重构是心衰发生发展的基本机制，具有三个主要特

和假手术组，颈动脉插管记录左室内压力曲线和微分曲线。结
果显示中药组、地高辛组的颈动脉收缩压、颈动脉舒张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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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收缩压、左室等容收缩期压力最大变化速率和最大上升速率

状动脉左前降支，制作大鼠心肌梗死后心衰模型，并分别于心

升高，与模型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益气温阳、

衰早期和心衰期使用益气温阳、活血利水中药不同配伍进行干

活血利水中药可以改善心力衰竭兔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善心

预，检测干预后大鼠心功能、血清脑钠肽水平。结果显示干预

脏收缩功能，延缓心衰发展。

后，在心衰早期和心衰期，益气温阳、活血利水组心功能均明

2.2 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显优于其他中药组和阳性对照组（P<0.05），脑钠肽水平则明

对于慢性心衰患者，一方面由于心输出量减少，肾脏灌注

显低于其他中药组和阳性对照组（P<0.05）。李彦霞等[21]等研

压降低，刺激肾小球的 β1 受体释放肾素。另一方面由于严格限

究显示，和单纯西药治疗相比，芪苈强心胶囊联合西药治疗舒

钠和利尿剂的使用引起低钠血症，到达致密斑的钠减少，激活

张性心衰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降低血浆 NT-proBNP 水

致密斑感受器，使得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分

平，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长期预后。

泌活跃。长期的 RAAS 系统激活使心肌、血管平滑肌、血管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细胞因子与心衰关系密

皮细胞发生细胞和组织重构。王永霞等[10]通过结扎左冠状动脉

切。心衰时，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

前降支制作冠心病心衰大鼠模型，将造模成功的大鼠随机分为

胞介素（IL）-1β 和 IL-6 水平增加，抗炎细胞因子如 IL-10 水

卡托普利组、氯沙坦组、参附益心颗粒（人参、附子、桂枝、

平降低，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水平增加。这些促炎因子水

丹参、益母草、泽泻、葶苈子等）高低剂量两组及模型组，从

平增加与心衰程度呈正相关，它们大都以旁分泌的方式作用于

腹主动脉采血、取心肌组织检测 AngⅡ。结果显示参附益心颗

靶细胞。细胞因子除了通过自身受体介导，还可以通过与交感-

粒两个剂量组均明显降低血浆及心肌 AngⅡ水平，且作用与卡

肾上腺素能系统和 RAAS 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心室重构[22]。董

托普利相当，研究表明参附益心颗粒通过下调血浆及心肌 Ang

红科等[23] 探讨芪苈强心胶囊对阿霉素致心肌病大鼠心功能及

Ⅱ水平，阻断 RAAS 系统，延缓心肌重塑。杨冬花等[11]研究中

血清因子的影响及其机制，以美托洛尔作为对照。结果显示：

药复方益气温阳活血方对早期心力衰竭大鼠 AngⅡ和 ALD 的

芪苈强心组与美托洛尔组心功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影响。结果发现随着心力衰竭的加重、心室重构的形成，模型

（P>0.05）
，但 BNP 和 TNF-α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和

大鼠 AngⅡ、ALD 含量进行性升高，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

P<0.01）。病理切片发现，美托洛尔组心肌纤维间有大量炎症

活受体 γ（PPARγ）mRNA 及蛋白质表达水平则进性降低，益

细胞浸润，而芪苈强心组心肌纤维排列尚规则，横纹可见，心

气温阳活血方在心力衰竭的早期即可减少 AngⅡ、ALD 含量，

肌纤维间少量炎细胞浸润。提示芪苈强心胶囊有降低血清炎性

上调 PPARγ mRNA 及蛋白质表达水平。研究结果提示益气温

因子 TNF-α 水平及减轻心肌纤维炎症细胞浸润的作用。沈承玲

阳活血方在心力衰竭早期可通过 PPARγ 信号通路调节 AngⅡ

等[24] 探讨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法对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细胞因

和 ALD 的表达，改善心肌重塑，改善心脏功能。另有研究[12]
显示随着心衰加重、心室重构形成，模型大鼠内皮素-1（ET-1）
水平进行性升高，而 NO 和一氧化氮合酶（NOS）水平则进性
降低，益气温阳活血方通过影响 ET-1、NO 和 NOS 的水平，
改善内皮功能，延缓心肌重塑。

子和氧化应激的调控作用。将 66 例 CHF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常规西药治疗）和治疗组（西药加中药治疗）。治疗后两组
血清 TNF-α、IL-6、超氧化物歧化酶（MDA）水平均明显下降
（P<0.05，P<0.01)，且治疗组 TNF-α、IL-6 较对照组降低更为
显著（P<0.05）。丙二醛（SOD）水平均明显上升（P<0.05，

2.3 调节抗利尿激素、脑钠肽及细胞因子
抗利尿激素（ADH）是在下丘脑室上核和室旁核的一些神
经元合成的，合成后沿神经元轴突组成的下丘脑-垂体束进入神
经垂体储存，机体活动需要时释放入血。心力衰竭时，ADH

P<0.01）
，且治疗组较对照组上升更为显著（P<0.05）
。治疗后
两组心功能均有明显改善（P<0.05，P<0.01）
。研究表明益气温
阳活血利水中药可能通过调控细胞因子水平、减轻机体的氧化

系统被激活，参与了心力衰竭的发生和发展[13]。杨伟等[14] 将

应激，起到防止和逆转心肌重构、改善心功能的作用。

80 例慢性心衰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予以常规

3

西药治疗，观察组加用芪苈强心胶囊，结果显示观察组心功能
明显改 善， ADH 明 显下 降 ，与对 照组 比较 有统计 学意 义
（P<0.05）
。
脑钠肽（BNP）是具利尿利钠、扩张血管、延缓心肌和
血管重构、抑制 RAAS 系统和交感-肾上腺素能活性的内源
性肽，主要存在于心室肌，其分泌主要受压力负荷及牵张机

提高生活质量、改善远期预后
虽然近年来慢性心衰的治疗已经由单纯的改善血流动力

学的传统模式转向对神经内分泌系统激活进行干预为主的模
式，但是慢性心衰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部分临床
研究显示中医药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和改善远期预后方面具
有一定优势。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明尼苏达生活质量调查表评

制激活 [15-16]。BNP 前体（proBNP）从心肌细胞分泌出来后即

估心衰患者生活质量状况，该调查表涉及症状、体征、体力及

裂解为有生物活性的 BNP 和无生物活性的 NT-proBNP（N-末

情绪等多方面的全面评估。王东海等[25]观察益气温阳、活血利

端 BNP 原）
。心衰时，心输出量降低，心室容量负荷及室壁张

水法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将 56 例慢性心衰

力增加，利钠肽类分泌增加，尤其是血清 BNP 及 NT-proBNP

患者分为西药治疗组和西药加益气强心饮治疗组，8 周后进行

[17-19]

证实，血浆 BNP 和 NT-proBNP 水平

生活质量评估。结果显示中药治疗组的明尼苏达生活质量调查

是心力衰竭患者危险分层及预后评估的重要标志物，也是心功

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李

水平上升。大量研究

[20]

能恶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检测指标。黄平东等

通过扎大鼠冠

宏升等[26]临床研究显示西医常规治疗联合参草通脉颗粒（由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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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影响和配伍研究[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3,19(5):195-199

血、利水法的配伍规律和作用机制。将益气、温阳、活血、利
水 4 种治法作为 4 个影响因素，分别选取代表药物，益气药选
黄芪、红参，温阳药选附子、桂枝，活血药选毛冬青、益母草，
利水药选车前子、葶苈子，以高、中、低剂量作为 3 个水平。
结果显示：①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法不同配伍均具有增强
心肌收缩力、扩张血管、降低神经内分泌因子的作用；②增强
心肌收缩力的最优配伍方案为温阳药高剂量、利水药中剂量、
活血药和益气药均为低剂量；③扩张血管作用的最优配伍方案为
温阳药高剂量、利水药和益气药中剂量、活血药低剂量；④降低
神经内分泌因子水平的最佳配伍比例为益气∶温阳∶活血∶利
水=4∶1∶4∶2。通过实验研究探讨各种治法在心衰治疗中的不
同地位并寻求其最佳配伍，可以为临床用药提供理论依据，也
为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5

问题与展望
受限于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及非药物治疗在技术、费用、

适应症、伦理等方面的局限，使得西医学在治疗慢性心衰上陷
入相对平台期。中医药认识和治疗心力衰竭的历史源远流长，

[10]王永霞,张群生,任红杰,等.参附益心颗粒对慢性心力衰竭大鼠血浆与心
肌血管紧张素Ⅱ的影响[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2,18(21):226-229
[11]杨冬花,付蓉,罗建华,等.益气温阳活血方对早期心力衰竭大鼠血管紧张
素Ⅱ和醛固酮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13):2472-2474
[12]杨冬花,李家邦.益气温阳活血方对早期心力衰竭大鼠血管内皮功能影响
的研究[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1,21 (13):1454-1457
[13]王全珍,陈焕芹.精氨酸加压素､和肽素与心力衰竭关系的研究进展[J].中
国老年学杂志,2012,32(4):855-858
[14]杨伟,赵锋仓,杨永彦,等.芪苈强心胶囊对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
能及血浆抗利尿激素的影响[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2,18(3):200-202
[15]Hall C. Essential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of (NT-pro)BNP [J]. Eur J
Heart Fail, 2004, 6(3): 257-260
[16]Das BB, Solinger R. Role of natriuretic peptide family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J].Cardiovasc Hematol Agents Med Chem, 2009, 7(1): 29-42
[17]袁芳,方唯一,张敏,等.血浆脑钠肽水平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临床价
值研究[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7,35(12):1149-1150
[18]汪芳,李卫,黄洁,等.血浆 N 末端原脑利钠肽水平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长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法经过大量临床

期预后的预测价值[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6,34(1):28-32

及实验研究证实，是治疗慢性心衰气阳亏虚、血瘀水停证的基

[19]韦丙奇,杨跃进,张健,等.血浆 N 末端 B 型利钠肽原对预测心力衰竭患者

本治法。然而，目前的大多数临床研究仍然是小样本的简单

住院病死率的价值[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9,37(6):481-485

随机对照，缺乏可信性高的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而

[20]黄平东,罗懿明,刘煜德,等.益气温阳药对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大鼠心功

且这些临床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拟复方或固定验方对慢性心衰

能和脑钠肽的影响[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8,6(5):538-539

患者症状、体征的改善和对相关指标的影响这两方面，较少

[21]李彦霞,袁国强,贾振华,等.芪苈强心胶囊对舒张性心衰患者生活质量及

涉及生活质量评定，再入院次数、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和远期

血浆 NT-proBNP 水平的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2,18 (3):289-291

预后等终末指标。临床和实验研究的指标观察多集中在分子

[22]王吉耀,廖二元,黄从新,等.内科学[M].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学水平，受体和基因水平的研究还不多，研究方法也比

2010:190-191

较单一，难以阐明中医药防治慢性心衰多环节、多途径、多

[23]董红科,孙洪平,姚文明,等.芪苈强心对阿霉素致心肌病大鼠心功能及血

靶点的作用机制。

清因子的影响[J].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10,26(2):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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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对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临床研究进展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VBI vertigo in TCM
钟 娟
（广西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广西 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R25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111-03

【摘 要】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VBI）性眩晕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对 VBI 性眩晕有较好的临床疗效。文
献显示常用的基础方包括半夏白术天麻汤、天麻钩藤饮、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等，常用的中药制剂包括丹红注射液、参芎葡
萄糖注射液、灯盏细辛注射液等。而且中医针灸、推拿等中医外治法在 VBI 性眩晕的治疗中亦有较好的疗效，其中以针灸最为突
出。
【关键词】 中医药；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研究进展
【Abstract】 Vertebral - basilar artery insufficiency (VBI) vertigo is a common disease, frequently occurring disease in clinic, TCM
has a good curative effect on VBI vertigo. Literature shows the basis of commonly used include Banxia Baizhu Tianma decoction, Tianma
Gouteng Yin, Buzhong Yiqi decoction,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including the preparation of TCM commonly used include Dan Hong
injection, Salviae Miltiorrhizae liguspyragine hydrochloride and glucose injection of erigeron injection, etc. But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massage and other external treatment of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VBI vertigo also have better curative effect, the most
prominen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Keywords】 TCM; VBI vertigo; Research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63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VBI）性眩晕是临床上的常见病、

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治疗 VBI 性眩晕 60 例，治愈 15 例，好转

多发病，且随年龄的增长，本病有上升趋势，因而逐渐地受到

39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90%。同时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该

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大量临床研究证实中医药对 VBI 性眩晕

方对 VBI 性眩晕的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改善患者血液流变学，提

有较好的临床疗效。现将有关文献综述如下。

高椎动脉舒张末期血流速度、平均血流速度有关。

1

1.2 天麻钩藤饮

基础方加减

根据中医“无风不作眩”理论，遂用天麻钩藤饮加味治

1.1 半夏白术天麻汤

疗眩晕。黄晓华等[4]天麻钩藤汤加减治疗颈椎病所致 VBI 98

《丹溪心法·头眩》中有“无痰不作眩”之说，认为：痰
浊中阻，肝阳上亢，形成眩晕。痰浊中阻证为其常见证型，方
[1]

例，总有效率 96%，经颅多普勒检测低速组与高速组椎动脉、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银忠

药首选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张东生等 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加

甫[5]用天麻钩藤饮合左归丸治疗 VBI 性眩晕 53 例，治愈 42

味治疗 VBI 39 例，临床治愈 18 例，好转 20 例，无效 1 例，

例，好转 6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90.56%。刘春甦[6]天麻

总有效率 97%。林卿[2]予治疗组 40 例 VBI 患者加味半夏白术

钩藤饮联合葛根素治疗 VBI 性眩晕 45 例，显效 28 例，有效

天麻汤治疗，对照组 38 例用西比灵配合倍他司汀片治疗，治

13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1.11%。该研究发现，天麻钩藤

疗组总有效率 90%，对照组总有效率 71.05%，且治疗组椎动

饮能够增加 VBI 性眩晕患者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降低血液

[3]

脉、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优于对照组（P<0.05）
。孔亮等

流变学指标，明显改善 VBI 患者的临床症状，作用优于血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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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微循环，增加脑血流量，改善大脑缺血缺氧，恢复脑细胞

1.3 补中益气汤

功能的作用。邱乐等[15]丹红注射液治疗 VBI60 例，痊愈 38 例，

《景岳全书·眩晕》中“头眩虽属上虚，然不能无涉于

好转 21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8.33%。而且丹红注射液治

下，盖上虚者，阳中之阳虚也；下虚者，阴中之阳虚也。阴

疗患者手麻、视物模糊、舌紫暗或有瘀点、舌下静脉粗暗迂曲

中之阳虚者，宜治其气。所以凡治上虚者，犹当以兼补气血

等症状好转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潘敏娟等[16]丹红注

[7]

为最……”。罗俊 用补中益气汤加味治疗心脾两虚型脑供血

射液治疗 VBI50 例，痊愈 25 例，显效 15 例，有效 9 例，无效

不足 260 例，7d 为 1 个疗程，经 1～3 个疗程治疗，临床治愈

1 例，痊愈率 80%，总有效率 98%。邓宇航等[17]丹红注射液治

106 例，显效 70 例，好转 65 例，无效 19 例，总有效率为 92.7%。

疗老年人 VBI32 例，并与丹参注射液进行对照，研究结果显示：

[8]

陈松龄 补中益气丸合倍他司汀治疗 VBI 30 例，对照组 30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6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1.88%，两组

例用西药倍他司汀口服，4 周后观察两组临床疗效、椎动脉收

组间比较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
。治疗组治疗后 TCD 检

缩期末峰流速（VS）和基底动脉 VS，治疗组痊愈与总有效

测血流速度、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率 分 别 为 46.66% 和 100.00% ， 对 照 组 分 别 为 26.66% 和

（P<0.01）
。

80.00%，两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治疗组治疗后

2.2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

椎动脉 VS 和基底动脉 VS 均明显提高，与治疗前相比有统计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主要成分为川芎嗪和丹参素，两者具有

学意义（P<0.01）。

舒张血管、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现代药理实验证明，丹参素

1.4 当归补血汤

可以改善微循环，抗血小板聚集，增加脑组织三磷酸腺苷含量，

当归补血汤是李东垣所创的益气补血方，具有益气生血功
[9]

减轻缺血引起的脑水肿，拮抗缺血后脑组织的单胺类介质、兴

效。刘晋熹等 当归补血汤加味治疗 VBI 40 例，显效 18 例，

奋性氨基酸的异常变化，抗氧化、抗炎。川芎嗪可以改善血液

有效 17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87.5%，经颅脑多普勒超声

流变学指标，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减少脑缺血时氧自由基

（TCD）检测椎动脉和基底动脉的峰值血流速度、舒张末期血

的产生，从而发挥抑制神经细胞凋亡、抗炎等作用。黄骁燕等[18]

流速度、平均血流速度与治疗前相比均速度上升，血流量增加，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治疗 VBI 30 例，痊愈 15 例，显效 14 例，

优予对照组（P<0.05 或 P<0.01）
，而且治疗组再次住院率比对

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6.7%，TCD 检测椎动脉、基底动脉、大

[10]

照组降低 35.2%。王京红

采用当归补血汤加味并中药蒸敷治

脑后动脉平均血流速度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
。董文红[19]

疗颈性眩晕 29 例，治愈 18 例，有效者 9 例，无效 2 例，总有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治疗老年 VBI 40 例，治愈 30 例，有效 8 例，

效率为 93.10％。

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5%。张千[20]参芎葡萄糖注射液治疗 VBI

1.5 自拟方

46 例，痊愈 20 例，显效 14 例，有效 10 例，无效 2 例，总有
[11]

郭长学等

用补气养阴活血化痰法（川芎 15g，当归 10g，

黄芪 30g，人参 10g，麦冬 15g，五味子 10g，熟地黄 20g，山

效率 95.65%。
2.3 灯盏细辛注射液

药 15g，山茱萸 15g，生地黄 20g，丹参 20g，半夏 10g，白术

灯盏细辛注射液是从菊科短葶飞蓬植物灯盏花中提取分

15g，天麻 10g，甘草 6g）治疗 VBI 40 例，痊愈 19 例，显效

离出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活血祛瘀之功效。药理研究

10 例，有效 8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占 90%。王家胜等[12]

证明其具有改善脑循环，增加脑血流量，降低脑血管阻力的作

升阳益胃汤（红参 15g，黄芪 50g，半夏 10g，茯苓 20g，白术

用；可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变血液流变性，改善血液粘稠度；

20g，羌活 10g，炙甘草 10g，白芍 15g，陈皮 10g，泽泻 15g，

并具有保护脑细胞超微结构，提高脑耐缺氧能力。黄子钦等[21]

防风 10g，柴胡 6g）治疗眩晕气血不足证 150 例，痊愈 110 例，

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 VBI 性眩晕 80 例，显效 22 例，有效 48

好转 30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 93.33%。文辉[13]补肾养阴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为 87.5%。方志坚[22]灯盏细辛注射

活血方（女贞子、墨旱莲、枸杞子、麦冬各 15g，肉苁蓉、当

液治疗 VBI 60 例，对照组 56 例用盐酸倍他司汀注射液，治疗

归、赤芍、川芎、桃仁各 10g）治疗 VBI 32 例，痊愈 20 例，

组总有效率为 91.67%，对照组为 85.71%，两组比较差异无统

[14]

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组治疗后椎动脉和基底动脉平均

自拟熄风化痰降逆方（天麻 15g，法半夏 10g，胆南星 10g，当

血流速度增加均较对照组明显（P<0.05），且治疗组部分“血

归 10g，白芍 10g，茯苓 20g，白术 10g，石菖蒲 10g）治疗 VBI

瘀”症状的改善和降低血黏度亦较对照组显著（P<0.05）
。

显效 6 例，有效 2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87%。凡怀亲等

35 例，治愈 7 例，显效 12 例，有效 10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
率为 82.86%。同时该临床研究发现，熄风化痰降逆方与西药尼
莫地平合用则 VBI 风痰上扰型眩晕临床有效率上升为 93.75%。
2

中药制剂

2.1 丹红注射液

3

针灸治疗
VBI 针灸治疗在临床上已经取得了肯定的疗效和进展，且

临床上的治疗各具特色。戚秀杰等[23]头穴透刺（百会透前顶、
率谷透曲鬓、玉枕透天柱）治疗 VBI 性眩晕 30 例，10 次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2 个疗程，治愈 18 例，显效 8 例，有效 3

丹红注射液主要成分为丹参和红花，具有活血化瘀、通脉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6.7%。陈盼碧等[24]以活血化瘀为治

舒络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丹红注射液具有扩血管、

疗原则，观察 50 例 VBI 患者针灸风池、供血、C4-6 夹脊穴的

降血压，提高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抑制红细胞、血小板的聚集，

疗效，以上穴位均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 30min，每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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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每周 5 次、共治疗 2 周，治疗前、后症状评分分别为 11.90

医,2012,32(11):1510-1511

±4.37、3.29±0.32，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说明针刺

[9]刘晋熹,魏萍,张俊峰,等.当归补血汤加味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临床

[25]

治疗 VBI 临床疗效满意，值得推广。刘先松等

将 82 例 VBI

研究[J].临床医药实践,2012,21(11):811-814

性眩晕患者随机分为头针组和体针组，头针组采用头穴留针

[10]王京红.当归补血汤加味并中药蒸敷治疗颈性眩晕 29 例[J].中国现代医

法，取穴百会、四神聪、玉枕、天柱、风池；体针组根据患者

生,2009,47(34):55-56

病情辨证选取肢体穴位进行针刺，5 次为 1 个疗程、共针刺 2

[11]郭长学,陈曦,李书霞.补气养阴活血化痰法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

个疗程，两组治疗后总有效率分别为 87.8%、63.4%，说明头

眩晕 40 例[J].中医研究,2012,25(9):19-21

针治疗能明显改善 VBI 性眩晕临床症状，增加双侧椎动脉及基

[12]王家胜,曹祥,赵芳昭.升阳益胃汤治疗眩晕气血不足证 150 例[J].中医药

底动脉血液流速，与体针组对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

临床杂志,2012,24(5):450

[26]

洪媚

采用百会长留针法治疗 VBI 性眩晕 40 例，选取 0.25×

[13] 文辉 .补肾 养阴 活血 方治 疗椎基 底动 脉供 血不 足 32 例 [J]. 陕西中

40mm 的一次性无菌毫针，将针尖与头皮呈 15°～30°夹角快

医,2012,33(2):156-157

速针刺入皮下，当针尖抵达帽状腱膜下层疏松组织时，使针体

[14]凡怀亲,吕永红,马梅,等.自拟方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风痰上扰型眩

平卧与头皮平行，再刺入 35mm 左右，留针 24h。隔日治疗 1

晕疗效观察[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2,24(6):512-513

次、5 次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治愈 2 例，显效 18

[15]邱乐,郑民安,蒋长盛,等.丹红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60 例临床

例，有效 17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2.5%。

观察[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9,7(6):661-662

4

其他治疗

[16]潘敏娟,杨威英,胡泉.丹红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临
床观察[J].四川医学,2012,33(10):1798-1799

黄子冬等 [27] 采用中药外敷联合整脊寻隙复位手法治疗

[17]邓宇航,杨以超,张丽雯.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临

VBI 25 例，治疗前后均对患者进行 64 排 128 层 CT 扫描，研

床疗效观察[J].中国医药导报,2012,9(19):109-112

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有 5 例患者治疗后椎-基底动脉供血得到明

[18]黄骁燕,吴治,肖幸,等.参芎葡萄糖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30 例

显改善，并且其横突孔直径 4～5mm，症状明显减轻，6 例患

[J].医药导报,2008,27(1):64-65

者横突孔直径在 3～4mm，症状稍有减轻，其余患者横突孔直

[19]董文红.参芎葡萄糖注射液治疗老年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临床疗效分

径均在 5mm 以上，
扫描检查发现其椎-基底动脉供血转为良好，

析[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2,24(12):1160-1161

身体状况已恢复正常。许衍兰等[28]将 90 例颈性眩晕患者采用

[20]张千.参芎葡萄糖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疗效观察[J].临床

理疗加推拿治疗，具体方法为超短波疗法、感应电疗法、牵引、

合理用药,2012,5(9):72-73

头颈部推拿，结果治愈 61 例，显效 25 例，好转 4 例，总有效

[21]黄子钦,黄永昌,何俊明.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

率 100%。

晕 80 例疗效观察[J].内科,2010,5(1):28-30

综上所述，中医药治疗 VBI 性眩晕取得了满意的疗效，但

[22]方志坚.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60 例临床观察[J].中

也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医药治疗 VBI

外医疗,2008,16:7-8

性眩晕缺乏客观统一的诊断标准、疗效评定标准及规范统一的

[23]戚秀杰,王顺.头穴透刺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J].中国针灸,

治疗方案，因此探讨中医药综合治疗方案以及中医药综合治疗

2011,31(6):503-507

VBI 性眩晕临床路径的建立则是我们今后临床研究的重点。

[24]陈盼碧,吴远华,张小珊.针刺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临床研究[J].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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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文献研究概况
Clin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overview on treating
cervical CSA by acupuncture
柳 青1

翟 伟2

（1.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50；2.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天津，300193）
中图分类号：R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1-0114-03

证型：ADI

【摘 要】 从单一针法、针刺加其他疗法等方面，综述现代临床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文献研究概况，提出针灸治疗椎动脉
型颈椎病文献方面所出现的问题，进而为今后该病在针灸治疗研究方面提出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椎动脉型颈椎病；针灸治疗；综述
【Abstract】 From a single needle, acupuncture and other therapies, etc. Summary modern clinical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literature overview and proposed acupuncture for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literature 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s, and thus for the futur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in acupuncture research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words】 Cervical spondylosis of vertebral arterial type ; Acupuncture treatment;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64
椎动脉型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sis of vertebral arterial

1.3 灸疗

type，简称 CSA），是颈椎病常见类型之一，是由于各种机械

吕金丹用艾箱灸百会穴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40 例，对照

性与动力性因素致使椎动脉遭受刺激或压迫，以致血管狭窄、

组予灯盏细辛注射液静滴，口服氟桂利嗪胶囊；观察组在对照

曲折而造成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为主要症状的综合征[1]。CSA

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艾箱灸百会穴治疗，1 次/d，30min/次，

临床发病率仅次于神经根型颈椎病，约占所有颈椎病的

两组均连用 2 周后判定疗效。总有效率 97.5%，说明观察组疗

20%，以 40～60 岁的人群为多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

效及改善椎基底动脉血流疗效均优于对照组[7]。曾小香取大椎、

率有平行上升的趋势 [2] 。目前针灸治疗 CSA 的临床研究报

完骨、百会穴，隔姜灸组 40 例，采用隔姜灸治疗；针刺组 38

道国外少见，国内颇多，本人就国内近几年的有关文献综述

例，采用针刺治疗。结果：隔姜灸组治愈率为 72.5%，总有效

如下。

率为 97.5%[8]。

1

2

单一方法

针刺为主疗法

2.1 针药结合

1.1 毫针针刺
张卫秋采用醒脑开窍针刺法，取穴以大醒脑针刺法：内关、

焦乃军采用针刺后溪、风池、完骨配合口服中药汤剂天麻

人中、风池、完骨、天柱、颈椎夹脊穴；小醒脑针刺法：印堂、

钩藤饮加减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80 例，治疗组的患者总体疗

上星透百会、四神聪、风池、完骨、天柱、颈椎夹脊穴，治疗

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总有效率为 92.5%[9]。熊嘉玮取

椎动脉型颈椎病 80 例，总有效率 100%[3]。张永臣、贾红玲采

颈 4～6 夹脊、风池、天柱穴。头晕重加内关，耳鸣加和髎。

用取双侧风池、天柱穴，先行慢按紧提 6 次，后行紧按慢提 9

采用复方丹参注射液静脉滴注加针刺配合牵引治疗椎动脉型

次，此为 1 度，每穴施 3 度，使针酸胀感扩散至颈项部以治疗

颈椎病临床观察，总有效率为 93.75%[10]。

[4]

椎动脉型颈椎病 86 例临床观察，总有效率为 97.6% 。
1.2 穴位注射

2.2 针刺推拿
任莉赟、马向明针刺配合推拿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疗效观

左天伟取风池（双）、大椎穴为主，每穴注入复方丹参注

察[11]，取百会、风池、大椎、颈夹脊穴、内关、太冲等穴加以

射液 0.5ml，川芎注射液 0.5ml，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1ml，隔

针刺治疗，并以一指禅推法、拿法、拍击等手法放松其颈项部

日治疗 1 次，10 次为 1 疗程，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60 例，总

及肩背部。总有效率 93.8%。张丽华针刺推拿治疗椎动脉型颈

[5]

有效率 98.33% 。王宗江采用复方丹参注射液 2ml、10%当归

椎病 75 例[12]，采用针刺颈夹脊 4～7 穴、风池、百会及颈项推

注射液 2ml、2%利多卡因 2ml、VB120.5mg，穴位注射风池、

拿治疗，观察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的变化，总有效率为 96%。杜

C2-C7 夹脊，治疗颈性眩晕 28 例，并随机设中西药对照组 20

保东、王建国针刺点按风池、后顶、颈华佗夹脊穴结合颈部放

例，
采用复方丹参注射液 20ml 加到 5%葡萄糖液 250ml 中静滴，

松手法、颈部斜扳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84 例[13]，总有效率

口服西比灵 10mg，进行对照观察，穴位注射组治愈率 52.7%，

为 95.2%。仲崇义采用针刺颈夹脊穴及风池穴为主[14]，配合推

[6]

总有效率 96.5% 。

拿在颈部施以滚法、捏法、擦法。并于疼点最明显处以一指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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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压，同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作旋转复位，在肩部施以捏法，

3.3 刺络放血

肢体麻木用滚法和抖法。治疗颈椎病 179 例，10 次为 1 个疗程。

王希琳、张喜娟刺络拔罐配合针刺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临

总有效率为 93.30%。

床观察[24]，对照组采用针刺颈 3～6 夹脊穴，治疗组在此基础

2.3 温针疗法

上加大椎穴刺络拔罐，症状积分改善亦优于对照组（P<0.05 或

林妙君、侯乐等对比温针与口服西药治疗椎动脉型颈椎
病 50 例的临床疗效[15]，取主穴为风池、天柱、新设、大椎、

P<0.01）
，总有效率 93.3%。曾红文、聂斌等刺络拔罐配合温针
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疗效分析[25]，取大椎穴、颈肩交界处（约

肩井、百会，配穴为后溪、列缺，总有效率为 92%。颜少敏

平 C6）棘突下旁开 1 寸（该穴为临床经验所得）
，取穴均为双

温针隔姜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89 例[16]，取穴：第 1 组取

侧，刺络拔罐合温针组占总有效率 90.0%。

C3、C5、C7 夹脊穴；第 2 组取 C2、C4、C6 夹脊穴。用隔姜
温针灸法，灸 1 壮，每日 1 组穴位，两组穴位交替应用，总
有效率为 95.5%。路振华采用温针灸加穴位注射治疗椎动脉

4

问题与展望
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文献报道很多，治疗方法

，穴取颈颈 2～7 两侧夹脊穴。穴取以上温

种类繁多，具体的选穴、针刺手法、疗程等也各有其不同，且

针灸穴位，用复方香丹注射液进行穴位注射，以上方法中温

临床疗效报道情况皆比较理想。但目前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

针灸每日 1 次，穴位注射隔日 1 次，10d 为 1 个疗程，总有效

问题：①临床资料的样本量大小不一，试验中具体采用的随机、

率为总有效率分别为 95%。

分组、盲法介绍不清，不利于试验方法的严谨性、有效性的证

2.4 电针疗法

明。②病例纳入标准不一、临床疗效判定标准多以主观指标为

型颈椎病 120 例

[17]

曾庆明、方丽萍等电针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临床观察及其
[18]

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将 80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观察组 40 例，采用电针治疗；对照组 40 例，采用丁
咯地尔注射液静脉滴注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2.5%。钱晴

主，缺乏客观说服力，应尽快制定出一个具有客观性的统一标
准，规范临床试验。③临床资料的不完整（包括病例数前后不
一致的说明、随访情况等）
，影响治疗方法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因此，在临床研究中应采用严谨的、科学的临床操作步骤

，取百

和设计方法、制定出统一疗效评价标准、加强临床资料的完整

会、率谷、脑空、风池、颈 2～6 夹脊穴，进针后小幅提插至

性，进而提高临床研究的水平，形成高质量的文献报道，近年

得气，接上 G6805-2 型电针仪，电针方法结束后立即在患者颈

来关于针灸治疗 CSA 的 RCT（随机对照试验）文献报道越来

项部施以推拿治疗，总有效率 97.4%。蔡朝阳电针配合牵引等

越多，只有清晰的试验设计、严格的操作模式和完整的临床报

[19]

兰、崔云华电针配合推拿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98 例

综合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20]

，根据病变部位及症

道，最终才能形成高质量的临床证据。

状。主穴选用相应的夹脊穴、风池、百会等；配穴取合谷、足

在遵循循证医学基础理念上，结合临床患者个体化差异状

三里、头维等；肾精亏损型配肾俞、太溪；痰湿配丰隆、阴凌

况，整理筛选最新、最佳临床证据。可在大量有质量的文献基

泉；肝阳上亢配肝俞、行间；气血虚弱配脾俞、胃俞。总有效

础上，分析、总结、归纳和提炼归纳其中共性的、规律性的部

率为 92.59%。

分组成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对有效穴位进行筛选；结合治疗

3

操作常规，对治疗方案的施术部位、针刺手法，操作具体过程、

其他治法

详细参数（如次数、疗程、辅助方法等），疗效评定等进行规

3.1 腹针

范，为确立 CSA 的针灸诊疗规范奠定基础。再此内容上，制

谢文霞，杨建荣等采用腹针对颈性眩晕患者血浆 ET-1

定出临床优选化的施治推荐方案，进而形成临床诊疗规范，才

CGRP 水平影响的研究[21]，主穴：引气归元（中脘、下脘、气

有推进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的具体实施，建设成中医药标准

海、关元）
。辅穴：商曲（双）
，下脘上（下 5 分）
，滑肉门（双）
，

化、体系化的可能。为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应用推

根据颈椎诸椎体增生的部位取穴（例如第几节颈椎增生的加其

广及国际交流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在腹部的相应点），随症加减。用腹针对颈性眩晕患者治疗以
研究血浆 ET-1CGRP 水平影响，其眩晕症状改善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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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中，作者从中医归属、病因病机、辨证分型、辨证论治等多方面综述了中药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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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头坏死是一种在临床上常见的骨科疑难疾病，近年
来其发病有逐渐增多的趋势。目前股骨头坏死可以分为四类：
①外伤性股骨头坏死，由股骨颈骨折、骨盆骨折、髋关节脱位
等外伤引起。②先天性髋关节半脱位合并股骨头坏死，一般在

骨头坏死的临床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将有关材料综
述如下。
1

中医归属

40 岁以后出现症状。先天性髋关节脱位使用石膏或支架以及手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为现代医学的病名，祖国医学对本病没

术治疗的病人有时在 1～2 岁就出现坏死表现。③非外伤性股骨

有明确记载。袁氏[1]据其发病机理与临床表现，认为其与《内

头坏死（特发性股骨头坏死）
，多见于使用激素、高血脂、脂肪

经》的“骨蚀”
、
“骨痿”
、
“骨痹”等病有相似之处，
《内经·痿

肝患者和酗酒者以及孕妇，总的说来本组病人的发病可能于易

论》谓：
“肾气热，则腰脊痛不能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瘦”

栓症（血栓形成的趋势增加）和低纤溶（溶解血栓的能力减弱）

等。丁氏[2]以祖国医学的整体观点和辨证观为指导，提出了“瘀、

有关。④儿童坏死，又称 perthe’s 病，多在 2～12 岁发病。以往

虚、痰”为发病根本的观点。袁氏[3]、马氏[4]也认为骨缺血坏

认为发病与多次轻微外伤有关，但其发病也可能与易栓症（血

死属“骨蚀”范畴，应按其辨证。

栓形成的趋势增加）和低纤溶（溶解血栓的能力减弱）有关。
特发性股骨头坏死即非外伤性股骨头坏死的病因及病理
机理研究是临床研究的热点，目前随着对骨头坏死的发病机制

2

病因病机
本病病因病机复杂，各地医家的认识不尽相同，各有侧重。

和治疗愈来愈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人们对其已经基本形成了较

许氏[5]认为多因脾肾虚，跌打劳损，体虚病久，正气亏损，饥

为明确的认识，但是依旧有许多细节和具体病变的生物机理未

饱劳倦，或因劳伤后复房劳过度，伤及脾肾，气血不足，肝肾

能为人所知。

亏虚，或因跌坠伤损，络脉损伤，劳累积伤，以致气血凝滞，

中药治疗本病，主要是对特发性股骨头坏死即非外伤性股

筋骨失养所致。阎氏[6]认为肾精亏虚，长期过劳为本病发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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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徐氏[7]等指出血瘀是本病的重要致病，而往往气滞又是

修氏[17]对 94 例股骨头坏死患者进行中医分型辨治，并配

血瘀的成因之一，因此，气滞血瘀可致肌肉筋骨失于温煦濡养，

合适宜的外治法，随访 12～36 个月，治疗有效率达 93.6%。结

最终致病。

果提示中医分型辨治股骨头坏死疗效确实，认为以临床证候为

我们认为在肾精亏虚，长期积累损伤的体质基础上，加上感
受六淫邪毒侵袭，致使瘀血凝滞，经脉受阻，气血不通而发病。
3

辨证分型
关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分型众多，《中医病证诊断疗效
[8]

标准》 的中医证候分类为：①气滞血瘀型：髋部疼痛，夜间

依据对本病进行分型辨治，注意虚实变化，避免单纯一方一证
至终，是治疗本病的关键。
杨氏[18]采用静点川芎嗪、血塞通、黄芪注射液及口服通脉
生骨胶囊或痹痛消胶囊，通过与行髓芯减压术的对照组观察，
证实活血化瘀，温经散寒、补肾舒筋壮骨等对股骨头治疗作用
确切，优于仅行减压术的治疗效果。

痛剧，刺痛不移，关节屈伸不利。②风寒湿痹型：髋部疼痛，

多数医家辨证论治时符合股骨头坏死的病期的发展，早期多

疼痛遇天气转变加剧，关节屈伸不利，伴麻木，喜热畏寒。

认为瘀滞型，中期痹痛型，后期筋骨劳损型，早期活血治疗，中

③痰湿型：髋部沉重疼痛，痛处不移，关节漫肿，屈伸不利，

后期温经散寒、强筋壮骨治疗。但我们认为早期出现淤滞病症时，

肌肤麻木，形体肥胖。④气血虚弱型：髋疼痛，喜按喜揉，筋

多因风寒湿邪内侵所致，应早期活血化瘀时，并重散寒除湿。

脉拘急，关节不利，肌肉萎缩，伴心悸气短，乏力，面色不华。
⑤肝肾不足型：髋痛隐隐，绵绵不休，关节僵硬，伴心烦失眠，

4

口渴咽干，面色潮红。

方剂学
鉴于本病病因病机复杂，证候多变各地医家普遍重视辨证

临床医生多根据自己经验进行临床分型以制定治疗方案。

论治。周氏[19]以活血化瘀、补肾壮骨之复骨汤（自拟方）为基

[9]

周氏 分型：①气滞血瘀型；②肝肾不足型；③气血虚弱型。

本方加减内服，药用炙黄芪、牛膝、当归、桃仁各 10g，防风、

主张疾病分型不同则治疗不完全一致，但根据瘀血作为直接因素

水蛭、肉桂、炮姜各 5g，炮甲片、千年健各 6g，独活、桑寄

和肝主筋肾主骨认识，确立了活血化瘀与补肝肾的基本治则。

生各 8g，红花 15g，血竭 1g。治疗 62 例，治愈 51 例，好转

[10]

王氏

将激素型骨股头坏死分为三型，瘀滞型、痹痛型及

11 例。石氏[20]以益气活血、补肾壮骨之再生丸（自拟方）治疗

筋骨劳损型。分别采用有活血化瘀，温通经脉的骨康灵饮一号，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方用：黄芪、首乌、补骨脂、杭白菊、鹿

散寒通痹，活血止痛作用的骨康灵饮二号和补益肝肾，疏筋活

茸、紫河车、三七片、地鳖虫。治疗 54 例，优良率 48.2%，有

络作用的骨康灵饮三号。治疗瘀滞型 23 例，治疗后良好 23 例；

效率 88.9%。刘氏[21]对创伤引起者治以活血化瘀、行气止痛，

痹痛型 28 例，治疗后良好 11 例，尚可 17 例。筋骨劳损型 66

方用复元活血汤加厚朴、枳壳；激素引起者治以清热利湿，活

例，尚可 66 例。

血化瘀，方用清营汤加茯苓、牛膝；酒精中毒型者治以温补肾

河南开翔[11]将 ANFE 分创伤型、寒湿型、内损型、肝肾两

阳，活血化瘀，方用右归丸加仙灵脾、巴戟；小儿股骨头缺血

虚型，分别以三痹汤，独活寄生汤，二仙汤，滋阴复骨汤化裁，

性坏死治以填精补髓，强壮筋骨，方用六味地黄汤加鹿角胶、

配合牵引、导引、避重，治疗 230 例，痊愈 62 例，显效 94 例，

龟版等，共治疗 50 例 62 髋，治愈 29 髋，好转 32 髋，未愈 1

有效 46 例，无效 28 例，总有效率 87. 8%。

髋。胡氏[22]将股骨头坏死病分为三期：1 期气滞血瘀为主，治

[12]

张氏

分气滞血瘀、肝肾亏虚、气血两虚 3 型，分别以自

宜行气活血。药用：丹参 30g，全蝎、三棱、莪术、牛膝、生

拟的活骨痛痹汤、补髓生骨丹、复元散治疗，同时神农元气袋

甘草各 10g，蜈蚣 2 条，枳壳、当归各 12g，地龙、赤芍各 15g，

腾熨，配合动态式髋关节模造练功，并辅以轻手法按摩治疗 180

桃仁 9g。2 期以肝肾亏损为主，自拟清骨补肾汤：熟地 24g，

例，痊愈 116 例，好转 55 例，有效 9 例。

当归、党参、土贝母、白芍各 15g，蜂房、狗脊、穿山甲各 10g，

付氏[13]认为法国 Ficat 教授把本病分为 0～Ⅳ级可作为分
期标准。0 期无症状，无 X 线异常表现，称为“静默髋”
，诊

干姜、炙甘草各 6g，蜈蚣 2 条，制马钱子 1g。3 期以气血双虚
为主，治宜补气养血，兼补肝肾。方药：红参、白术、山萸肉、

断常由另一侧头明确坏死而作出的，此类患者治疗重在预防；

三棱、莪术各 10g，黄芪 30g，当归 20g，熟地 12g，蜈蚣 1 条，

I、Ⅱ期患者头外形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可以认为是股骨头坏

干姜、肉桂、炙甘草各 6g，制马钱子 1g。主张三期辨证，从

死早期，治疗宜在肝肾基础上辨证分型用药；Ⅲ、Ⅳ期患者股

整体出发，可获满意疗效。

骨头已塌陷变形，多为中晚期，是坏死之重症，此时肝肾已亏，
病人形体虚弱，应培元固本，补宜肝肾辅以温法。
肖氏[14]应用健骨颗粒治疗无菌性股骨头坏死 120 例，另设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作者自组方药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取得较好的疗效。各人用药各有千秋，但其治疗原则是基本相
同的：早期在活血化瘀补肝肾基础上佐以接骨续筋及各种治标

35 例为对照组，以健骨生胶囊治疗，结果：治疗组痊愈 5 例，

之法，中后期在补肝肾壮筋骨理气散瘀的基础上辅以温法。但

显效 79 例，好转 19 例，无效 17 例。对照组痊愈 1 例，显效

方剂仍有差异，缺乏标准，推广稍困难。

15 例，好转 8 例，无效 11 例，经统计分析，治疗组疗效优于
对照组（P<0.01）
，肯定健骨颗粒的治疗作用。
茆氏[15]采用补肾通络汤治疗本病 40 例，30d 为 1 个疗程，
经治疗 2～6 个疗程后显效 26 例，占 65%；有效 12 例，占 30%。

5

机理研究
近年来许多医者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疗效对比的方法研

究中药或验方对股骨头坏死的治疗作用。

周氏[16]以口服骨蚀汤同时外敷活血止痛散，配合牵引及患

多数学者将股骨头坏死主要归为肾虚、血瘀、痰浊等，

股功能锻炼，治疗 78 例，结果：治愈 31 例，好转 44 例，症

肾虚又有阳虚、阴虚之分；从治则上看，或以补肾为主，或

状无改善，X 线片征象无改善 3 例，总有效率 96.2%。

以祛痰为主，或以活血为主；主张分期施治，早期活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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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中晚期补肝肾为主。目前李氏和王氏 [23-24]采用动物实验的办

[6]阎贵旺.活络骨化丸治疗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27 例[J].辽宁中医杂志,1990

法研究激素对股骨头坏死血液流变学及血脂的影响，探讨其

(3):21

防治股骨头坏死的作用机制。齐氏 [25]用实验动物激素造模，

[7]徐 传毅 . 从 “瘀血 ” 理论 辨识 股骨头 坏 死[J]. 中国 中医 基础 医学 杂志 ,

分别喂服活血化瘀、渗湿化痰和补肾壮骨中药或自来水，6

2002,8(5):181

周处死取材，制作 HE 病理切片，测定血液粘度和血脂含量，

[8]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进行分析比较，认为活血化瘀治法在中药防治激素性股骨头

1994:193

坏死中起最重要的作用，符合目前临床诊疗经验和实验研究

[9]周虎林.复骨汤治疗股骨头骨骺坏死症 60 例报告[J].中医正骨,1997,9(2):

成果。但高氏 [26]从临床中发现常用的活血化瘀、温经通络补

29

肾壮骨法有时疗效并不显著，动物实验用山甲、抗栓酶，结

[10]王平,高红艳.辨证分型治疗激素型股骨头坏死 117 例[J].上海中医药大学

果引起红细胞渗出，骨内压增高。王氏 [27]在临床上发现有些

学报,2003,17(1):36

病人初期应用大量活血化瘀药后，有增加疼痛的表现，他认

[11]开翔.中医辨证综合治疗股骨头坏死 230 例[J].中医正骨,1996,8(5):24

为大量糖皮质激素损伤肾阴、肾阳者，应以补肝肾为主，而

[12]张铁钢.股骨头坏死中医三型分治的临床总结[J].中国中医药结合外科

大量持续的应用活血药可增加继发出血，造成骨髓内压的升

杂志,1998,12(4):6

高，压迫血管，影响骨细胞代谢，所以早期应以补肾为主，

[13]付洪河,关智宇,舒旭.股骨头坏死的非手术治疗临床研究概况[J].中医药

兼以活血药物。陈氏 [28]认为，独活寄生汤有调节免疫作用：

信息,2004,21(3):18-20

①增加免疫器官质量。②增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③抑制迟

[14]肖正权.健骨颗粒治疗无菌性股骨头坏死 120 例临床观察[J].中医药学报,

发性皮肤变态反应。独活寄生汤最早用于治疗痹证，针对股

2002,30(4) :33

骨头缺血坏死的功用巨大。赵氏 [29] 等比较了补肾植物药（右

[15]茆军,郭玉成.补肾通络汤治疗早期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的临床研究[J].

归饮）和动物药（鹿马片）对激素诱导的股骨头坏死的防治

河北医学,2002,8(7):672

效果，动态观察了血浆中性激素雌二醇（E2）、睾酮（T）

[16]周红军,李洪久,杨鸫祥.综合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 78 例疗效观察[J].辽宁

含量的变化，发现激素诱导的兔股骨头坏死模型 E2、T 含

中医杂志,2002,29(2):87

量明显降低，用上述中药治疗后发现右归饮能拮抗 E2 的降

[17]修忠标,孙久和,戴锡金,等.分型辨治股骨头坏死 94 例[J].辽宁中医杂志,

低，不能拮抗 T 的降低。鹿马片能拮抗 E2、T 的降低，使

2000,27(5):203-204

之恢复平衡，升幅比右归饮明显。表明 E2 和 T 的分泌不足

[18]杨敏杰,杨光,太鑫,等.中药治疗早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临床观察 68 例

可能在骨坏死中起重要作用，而温补肾阳的中药能预防激素

[J].中医药信息,2000(4):49

性股骨头坏死，且动物药疗效优于植物药。

[19]周虎林.复骨汤治疗股骨头骨骺坏死症 60 例报告[J].中医正骨,1997,9 (2):29

6

[20]石关桐,肖翔,石印玉.再生丸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50 例临床观察[J].中

结

语

医正骨,1999,11(8):15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许多学者提出分
期治疗可明显提高疗效，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分期分型论治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多数学者认为在肾精亏虚，长期积累损
伤的体质基础上，加上感受六淫邪毒侵袭，致使瘀血凝滞，
经脉受阻，气血不通而发病，基于对其血运受阻理论的认识，
许多学者都在探索通过中医药方法改善血运以促进愈合，并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股骨头坏死病因尚不明了，中医治疗
多主张辨症治疗，因此导致其治疗方法的多样化，目前许多
学者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疗效对比的方法研究中药或验方
对股骨头坏死的治疗作用，期望选出对股骨头坏死的标准的
治疗方剂，推广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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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医对扩张型心肌病的研究
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of 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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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扩张性心肌病（DCM）
，是一种致死率高，预后差的心肌疾患。针对扩张性心肌病的病因病机以及治法治则，历
代医家分别提出了不同观点。通过对各医家的学术思想的梳理和探讨，去糟留精，提高我们对该病发生发展的认识，规范我们在
临床的治疗。
【关键词】 扩张性心肌病；病因病机；治法治则
【Abstract】 DCM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s a myocardial disease with high fatality rate and poor prognosis. According to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dilated cardiomyopathy, past dynastic doctor put forward to different views respectively.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development and standard our clinical treatment by exploring and settling the doctors’ academic thought.
【Keywords】 DCM;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66
扩张性心肌病（Dialated Cardiomyopathy，DCM），是一

则主张甘柔养心阴之法，反对妄用辛散走泄之品。综上所述其

种病因尚未明确的心肌病。该病的主要特征是以左心室或右

病因为体质虚弱、外邪侵袭、七情内伤。外邪侵袭与现代病毒

心室或双侧心室明显扩大、心室收缩功能减退为主。临床常

感染引起的扩张性心肌病的现代病因研究成果不谋而合。本病

表现为心脏扩大，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多见，严重者

是以心病为主，又累及他脏的虚实夹杂证，以正气亏虚为本，

可以引起栓塞，甚至猝死。扩张性心肌病的死亡率高，预后

痰饮、水湿、血瘀，外邪为标。

差，今年来已逐渐引起人们重视。现就近年来对扩张性心肌

2.2 现代医家对 DCM 病因病机的探讨

病的中医研究进行探讨。
1

对病名的认识

现代医家在总结归纳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
观点。王仁平[1-2]先生认为扩张性心肌病的发病是由于人体正
气不足、邪毒侵心引起机体免疫功能异常所致，首次提出了

在祖国医学古籍中，并无“扩张性心肌病”这个病名。但

毒邪也是引起心气亏虚的原因之一，其病机除了传统的气血

追溯历代医家对扩张性心肌病的研究，可归属于“心悸”、
“喘

阴阳亏虚之外，还应注意到外感及内生毒邪的问题，提出了

证”、“水肿”、“胸痹”等范畴。在《内经》中已有相关记载，

“正气免疫学说”，这就与温病学中的“温那上受，首先犯肺，

《灵枢•胀论》
：
“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
，提出了“心
胀”这一病名，形象突出了其心脏扩大的特点。
2

对病因病机的研究

2.1 古代医家对 DCM 病因病机的研究
关于扩张性心肌病的病因病机研究历代医家论述颇多。
《素问•痹论》
：
“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
，
指出其与瘀血痹阻，心脉不通的内在联系，同时阐明心肌病心
烦、气喘、心痛的证候表现。
《金匮要略》中提出的：
“心水者，

逆传心包”相一致，故在治心衰的同时加用清热解毒药往往
收效甚好，在此基础上提出“益气活血、解毒宁心”的疗法，
认为治疗时应将恢复正气、调节免疫贯穿于全过程，并且从
“毒”论治时应从个体化、综合治疗。丁书文 [3] 通过长期临
床实践认为本病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为心的阴阳亏虚与失
调；标实为痰饮水湿瘀血内停，可导致心体扩大。病久可损
及肝肾，故在治疗时可予以补气温阳或益气养阴的同时，酌
情添加活血化痰之味。吴勉华 [4] 阐述了“五脏皆虚，首在心

其人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也与扩张性

肾”的观点，认为阴阳两虚、心脉瘀滞是心衰的基本病机，

心肌病的心衰表现相似。
《杂病源流犀烛•怔忡源流》对怔忡的

而因虚致瘀是其病理特点，气虚血滞却是引起体内水液储留

病因病机分析时提到：“怔忡，心血不足病也……或由阳气内

的始动因素，本虚与表实之间表现为因果错杂的相互转化关

虚，或由阴血内耗，或由水饮停于心下”，认为心肌病的心悸

系。邓铁涛 [5] 教授指出：“五脏皆致心衰，非独心也”。从中

的病因为心血不足、阳气内虚、阴血内耗、水饮停于心下引起。

医的整体观念出发，认为心肌病心衰的病机与五脏相关，其

《医门法律•中寒门》曰：
“胸痹心痛，然总因阳虚，故阴得乘

他四脏任何一脏器的功能失调都可以导致心的功能不能正常

之”，指出患者素体阳虚，心阳不振或心气不足，复感寒邪，

运行，从而发生心衰。任继学 [6] 教授提出肝主藏血，借疏泄

两虚相得，寒凝胸中，心阳不振，故而胸痹心痛。
《血证论•怔

之力以行血。认为 DCM 的心衰始于心肺，虽然以心为主，但

忡》亦指出：“心中有痰者，痰入心中，阻其心气，是以心跳

日久累及肝、脾、肾，最后导致虚实夹杂的复杂证候，终将

不安”，提出痰饮内停可致心肌病中心悸的表现。清代叶天士

走向阴竭阳脱乃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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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两组之间比较 BNF、EF、LVEDD、LVESD 存在显著统

治法治则

计学差异（P<0.01），EF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利尿停

3.1 古代医家对 DCM 治法治则的研究
古代医家没有直接针对 DCM 的辨证论治，其治疗散见于
各种传统文献中，其许多方药仍沿用至今。
《金匮要略》云：
“腰
以下肿，当利小便”为中医治疗心衰的治标治法，而治本之法，
文献中虽无直接论述，但从相关病机的描述中可以推论出其治
本之法。
《内经》中提出：
“开鬼门，洁净腑，去宛陈唑”的治
水三法。“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膈间支饮，
其人喘满……木防己汤主之。
”《丹溪心法》亦指出了“利水”
这一治则。
《医学心悟》曾指出：
“少火者，生气之原……补气
而不补火者非也。”《伤寒论》提到：“太阳病，发汗，汗出不
解……心下悸，头眩，身瞤动……真武汤主之”。唐代医家孙
思邈《千金要方•心藏脉论》曾指出：
“阳气外击，阴气内伤，
伤则寒，寒则虚，虚则惊，掣心悸，定心汤主之。
”
3.2 现代医家对 DCM 治疗的研究
3.2.1 现代医家对改善 DCM 患者心功能的治疗研究
现代医家在治疗 DCM 时观点亦不相同，对于改善 DCM
患者心功能方面，各医家进行了诸多临床观察及评估。马丽红[7]
等通过对 64 例患者在西药常规治疗的基础上予心复力冲剂，3
次/d，1 袋/次，疗程 60d 的临床观察，心复力能明显改善心功
[8]

能，LVEF 显著提高（P<0.05）
。崔学龙 等将 24 名扩张性心
肌病患者予以真武汤合苓桂术甘汤治疗，症状较重者配合西药
常规治疗，24 名患者中，治疗时间最长 30d，最短 10d，其中
无效 4 例，改善 4 例，显效 16 例，有效率 83.3%。谢东阳[9]
等将芪参益气滴丸治疗 DCM60 例，对照组予以西医常规治疗，
治疗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芪参益气滴丸，连续服药 6 个

减率对照组为 35.4%，治疗组为 69.8%；地高辛停减率对照
12.4%，治疗组为 26.7%，两组比较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
，
提示发现菖蒲芪丹汤能改善患者心功能，提高其生活质量。
3.2.2 现代医家对 DCM 患者心律失常的治疗研究
卢义琼等[15]将 43 例入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21 例，实验
组 2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同时加
服参松养心胶囊，4 粒/次，3 次/d，治疗 8 周后，两组患者的
心率变异性及 QT 离散度均有一定的改善；两组间内的 24h 内
的正常 R-R 间期的标准差、
每 5min 平均正常 R-R 间距标准差、
连续正常 R-R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两个相邻正常 R-R 间期差
值>50ms 的百分比及 QT 离散度变化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效果治疗组高于对照组。黄月华[16]将扩
张型心肌病心律失常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31
例。对照组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阿替洛尔；研究组则
在常规治疗及阿替洛尔给药后，加服稳心颗粒，连续服用 4 周
后发现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3.55%，对照组总有效率 80.65%，
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4

展

望

近年来西医对扩张性心肌病的治疗主要是以强心、利尿、
扩张血管、射频消融、三腔 CRT-D 心内置入等对症为主，由于
长期使用西药必然导致副作用的发生，以及介入术的有创性且
价格昂贵限制了临床的普及。中医治疗 DCM 有悠久的历史，
临床疗效好，副作用较少，可降低复发率，日益受到当今医家
的关注。但目前医家对 DCM 尚无公认的辨证分型，一般是各

月，观察其心功能变化，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1.67%，对照组总

种辨证方法混合运用，药物和剂量的选择上缺乏客观的依据，

有效率为 78.3%，两组疗效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观察其

且一些中医药的临床疗效观察是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完

再住院率及病死率，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3.3%，对照组总有效率

成，其单独疗效不易观察。在通过当代医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为 8.3%，两组比较，治疗组再住院率显著下降 P<0.05；病死

将中医治疗扩张性心肌病形成为规范化、系统化的治疗体系。

率显著下降 P<0.05。田海明[10]等观察组及对照组各随机分 30
例 DCM 患者，对照组患者予一般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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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浴疗法辨证选方治疗小儿外感发热临床研究概述
Review on treating exogenous fever in children by medicine bath therapy
余俏俏 1 孙 蓉 1 单海军 1 侯江红 1 汪受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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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药浴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源远流长，临床医家凭借各自的经验，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和研究。处方用药各有特色，
临床疗效相差无几。现对治疗小儿外感发热的药浴处方进行综述，寻找用药规律和特点。
【关键词】 小儿外感发热；药浴疗法；用药规律和特点；综述
【Abstract】 TCM medicine bath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exogenous heat bath has a long history. Clinical physicians continue to
try new things and research with their experience. Prescriptions medication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clinical efficacy is almost
the same. Now review on the treatment of exogenous heat in children by medicine bath, to seek medication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Exogenous fever in children; Medicine bath therapy; Medication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1.067
小儿外感发热为儿科常见病，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口服、

风寒证多因外感风寒之邪，肌表被束，当治以辛温解表、

肌肉注射、静脉滴注、灌肠、刮痧、推拿、药浴等，各有千秋。

疏风散寒。医家多以辛温药组方。所选文献，用桂枝者有六，

考虑到儿童服药困难、依从性差等因素，选择安全有效的治法

羌活者三，生姜、麻黄、防风、荆芥者二，皆为辛温解表药。

迫在眉睫。药浴疗法，是通过药物渗透发挥作用，应用方便，

桂枝经现代医学试验证明可使皮肤血管扩张，血液流向体表，

安全性高，受到众多医家的重视。

有利散热发汗[7]。羌活、荆芥、生姜、麻黄、防风可解热镇痛，

药浴虽为外治法，其作用与内治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治

麻黄发汗解热。各医家虽以辛温解表为主，但都依各自经验加

疗外感发热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清代吴师机认为药浴等外治

减变化。王晓燕等加血分药川芎、白芍、艾叶增强活血之效，

法“虽治在外，无殊治内”，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

以改善微循环，加速散热，川芎还可祛风寒湿，艾叶除寒湿、

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的论断，为中医外治法提供了理论依

解热，白芍防止发汗太过；关丽娜等因地域因素（广东湿气重）

据。说明药浴处方亦遵循辨证论治原则来立法组方。现对小儿

加藿香、威灵仙增强祛湿之效。

外感发热药浴方药进行综述。

1.2 外感风热发热

1

单海军[8]等用柴胡、青蒿、薄荷、连翘、荆芥、炒牛蒡子、

分型辨证处方的研究

川芎各治疗外感风热发热 16 例，邓燕妹[9]等用青蒿、柴胡、

1.1 外感风寒发热

荆芥、薄荷治疗外感高热 34 例，邢英华[10]等用葛根、柴胡、

[1]

袁红 等用荆芥、桂枝、麻黄、防风、艾叶、生姜治疗风
寒感冒 32 例，张艳梅[2]以桂枝、羌活、柴胡、川芎、炒白芍、
[3]

黄芩、生石膏、炒栀子、生大黄、莪术、炙甘草治疗外感发
热 46 例，党英[11]用青蒿、旱莲草、虎杖、柴胡、薄荷、羌活、

炙甘草治疗风寒感冒 40 例，关丽娜 等以桂枝、羌活、威灵仙、

板蓝根、冰片治疗外感发热 50 例，王小莉[12]等用足浴方（柴

藿香、生姜治疗风寒感冒 210 例，王晓燕[4]等用桂枝、羌活、

胡、防风、桔梗、藿香、鱼腥草、板蓝根、石膏、荆芥）治

柴胡、川芎、炒白芍、炙甘草治疗风寒感冒 113 例，赖伟兰[5]

疗外感风热 93 例，结果均显示药浴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效佳。

[6]

外感发热以风热证多见，治以辛凉解表。文献中常用药物

等以柴胡、桂枝、艾叶、苏叶、荆芥、薄荷治疗风寒感冒 60

有薄荷、柴胡、青蒿、连翘、炒牛子、桑叶、蝉蜕、金银花等

例，结果均显示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辛凉解表类。现代研究表明此类药物有解热之用，其中青蒿退

等用麻黄粉、桂枝粉、防风粉治疗风寒发热者 96 例，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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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热迅速而持久，薄荷等还可发汗[7]。医家在组方时除以此类药

对其他影响疗效的因素，如洗浴部位、时机、频率等，亦需要

物为主，均加用不同类型的清热药以助药效，因小儿外感发热

通过临床研究来进行规范。

常寒热夹杂，故可加少量辛温解表药（如荆芥）以加强疗效。
单海军等加川芎增强经皮吸收的作用；邢英华对兼夹积滞者加

参考文献：

大黄、莪术以增强消积导滞之效。

[1]袁红,江细莲,王礼马.药浴治疗小儿风寒型感冒 32 例的护理[J].中华临床

1.3 外感暑湿发热

医药与护理:临床与护理,2006(8):34-35

[13]

方平

等以香薷、青蒿、金银花、薄荷等治疗夏季外感暑
[14]

湿发热患儿 71 例，王氏

用青蒿、白矾、藿香、柴胡、薄荷、

[2]张艳梅.中药熏洗治疗小儿外感发热(风寒型)120 例的临床疗效观察[J].光
明中医,2012,27(6):1123-1125

石膏、连翘、荆芥、蝉蜕为基本方，加香薷、滑石治疗小儿外

[3]关丽娜,麦建玲,张晓春,等.中药熏洗发汗法治疗外感发热风寒束表证的护

感暑湿发热者，结果显示药浴具有明显的退热效果。

理[J].中国中医急症,2012,21(1):171

小儿脏腑娇嫩，肌表为暑湿所遏，腠理闭郁，发为暑湿实

[4]王晓燕,武琪琳,张艳梅,等.风寒煎剂熏洗治疗小儿外感发热(风寒型)临床

证。治以发汗解表，清暑化湿，常用药有香薷、青蒿、金银花、

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12,1(4):5-8

滑石等。香薷味辛微温，有“夏日麻黄”之喻，现代研究表明

[5]赖伟兰,严如谊,黄秋萍,等.中药足浴治疗外感发热临床观察及护理[J].临

香薷含香薷二醇 、甾醇等挥发油，具有发汗解热、利尿泻火

床医学工程,2011,18(4):603-604

的作用。青蒿清暑化湿、宣畅气机，透内部之湿热，与金银花、

[6]张琼,解玲芳,戴新娟.中药足浴辅助治疗小儿外感发热的临床效果观察[J].

薄荷等疏散风热药配伍，清暑化湿之力剧[8]。

护理学报,2011,18(11A):8-11
[7]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60-83

2

统一处方的研究

[8]单海军,侯江红,智月丽,等.中药药浴配合常规疗法治疗小儿外感发热风热

王氏[15]等用麻黄、薄荷、蝉蜕、辛夷各、荆芥、芫荽、苏
[16]

叶、浮萍治疗外感高热 105 例，吕英豪
[17]

芥治疗外感发热 100 例，方志坚

等以青蒿、香薷、荆

等用青蒿、柴胡、荆芥、薄

荷治疗外感高热 34 例，解铃芳[18]等用足浴方（柴胡、桂枝、
苏叶、艾叶、薄荷、荆芥）治疗外感发热 60 例，结果药浴具
有明显的退热效果。
小儿外感发热多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客于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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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药浴疗法对于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有着肯定的疗效，既可减
轻家长对退热药物的依赖和过量使用，又可在家庭实施，方便
有效，值得大力推广。
各医家的药浴处方用药不同，疗效也参差不齐。关于药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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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研究，除单海军[19]等通过多水平析因设计，对影响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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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发热（风热型）药浴疗效的药液温度、浓度和时间三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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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因素进行了研究外，大部分医家仅局限于对各自所拟处方进
行疗效观察性研究。处方是影响药浴疗效的关键因素，但对处
方的多中心研究操作难度大。首先要根据临床经验，确定几个
有效的处方，然后在统一治疗方案基础上，统一药浴操作规范，
随机多中心大样本观察。经费、精力和人力投入较大。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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