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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疲劳是肿瘤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乳腺癌患者经常忍受着“癌因性疲劳”
（Cancer Related Fatigue，CRF）
并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探讨缓解 CRF 的有力策略将显著改善患者 CRF 指数，本研究则是主要探索艾灸对Ⅲ/Ⅳ乳腺癌患者 CRF
的干预作用。方法：设计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设计双盲研究，纳入 168 例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艾灸组及对照组，艾灸组予以艾条
施灸关元穴位分别 2 周、4 周、8 周，以生活质量（KPS）评分来评价功能状态，简明疲劳量表（BFI）分析其疲劳指数，并分析
血清白蛋白及单核细胞计数的差异。结果：本次研究共入组 168 名乳腺癌患者，患者平均（62.61±12.25）岁；均衡分组后，艾灸
4 周开始患者疲劳评分开始降低，8 周时其疲劳状态持续改善（P<0.05）并同时伴随 KPS 的改善；两组患者的血清白蛋白无明显
差异，但是其单核细胞计数在艾灸 4 周后显著提高。结论：艾灸可显著改善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疲劳指数，并初步分析可能通过其
免疫状态的调节起作用；我们将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及病种，以期为中医药姑息法治疗用于 CRF 领域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艾灸；癌因性疲劳 CRF；乳腺癌
【Abstract】 Objective: Fatigue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and distressing side effects of cancer and its treatment. Breast cancer
patients often suffer from cancer related fatigue which frequently impairs their life quality. Chinese medicine is often used by patients with
chronic fatigue or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to manage their symptoms.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week moxa-wool
moxibustion (MWM) intervention program among patients with stage Ⅲ/Ⅳ breast cancer. Methods: 168 cases were randomly into
moxibus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moxibustion group was treated by moxibustion on Guanyuan acupoint, respectively, 2 weeks,4
weeks, 8 weeks; Outcome measures included fatigue symptoms, life quality score, cardiovascular status, and some fitness data. Results:
Fatigue symptoms and mental functioning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MWM group compared to control, together with their life
quality improving (P<0.05). After 8 weeks fatigue state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0.05) and accompani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KPS;
There was however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monocytes (P<0.05) after MWM 4 weeks, while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serumalbumin.
Conclusion: MWM may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therapy or rehabilitative program for CRF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Keywords】 Moxibustion; CRF; Breast canc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01
疲劳是肿瘤患者最常表述的症状之一，美国（National

通过评价生活质量（Karnofsky）、评分简明疲劳量表（Brief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 NCCN ） 将 癌 因 性 疲 劳

Fatigue Inventory，BFI）的差异，分析血清白蛋白以及外周血单

（Cancer-related Fatigue，CRF）定义为一种与癌症或抗癌治疗

核细胞绝对值的变化，初步探索其干预的内在机理。

有关、妨碍正常功能的、持续的主观疲倦感。我国对 CRF 的
认识和研究刚刚起步，探索积极有效缓解 CRF 的方式可使得
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并且显著提高生活质量。
研究表明，约 60%的晚期乳腺癌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 CRF，

1

研究方案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1 年 11 月～2013 年 5 月在海军总医院中医科病房

并且发现这些 CRF 状态几乎要存在数月甚至伴随肿瘤患者的余

及门诊的乳腺癌患者共计 168 人；依据 2011 年 NCCN 指南，纳

生[1]。目前，尚没有有效针对 CRF 的具体策略，一些有氧运动

入Ⅲ/Ⅳ期女性乳腺癌患者，其纳入标准：①女性患者，分期Ⅲ-

或是类似兴奋剂药物小规模的在部分人群中进行了尝试，其治

Ⅳ；②年龄≥18 岁；③体重指数 BMI≥18kg/m2；④能够理解艾

[2]

疗效果十分局限 。中医学对待肿瘤始终强调“正气”的作用，

灸的意义并愿意积极配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⑤KPS 评分 30

以扶正为主旨兼以驱邪是中医抗癌的主要策略；并且在改善患

分以上；⑥已经完成相关抗癌治疗 2 个月，并且预计生存期在 2

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具有显著疗效[3]。我们推测，中医诸

个月以上。排除标准：①严重的感染疾病；②任何情况下都不

多治疗方法都可能通过改善肿瘤患者 CRF 起作用，因此，本研

能行走或是站立；③严重的精神缺陷、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

究拟通过观察艾灸关元对于晚期乳腺癌患者 CRF 的干预情况，

系统疾病或其他严重基础疾病；④正入组其他临床试验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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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研究流程及艾灸干预方法

10＝彻底的影响。综合疲劳影响评分为 6 个条目评的平均值。

该随机对照试验遵循双盲原则，将入组的患者随机分成两

BFI 评分越高，患者的疲劳程度越高。

个组，艾灸组与实验组；将设定 3 个时间点为数据采集点，干

测评方法：由受过专门培训的病区护士专门负责，为保证

预前 1d、干预 2 周时及干预 1 月时，分别对其进行 KPS、BFI

采集数据的真实性，研究者采用抽样复核的方法对所有参与调

评分并进行血清白蛋白及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检测。
本研究的艾条为自制，取纯净细软的艾绒 24g，肉桂末 5g，
白芥子末 5g，细辛末 5g，平铺在 26cm 长、20cm 宽的细草纸

查的人员所完成的病例进行准确性和真实性评估。KPS 由主管
医师负责。
1.4 血清白蛋白和单核细胞计数检测

上，将其卷成直径约 l.5cm 圆柱形的艾卷，外裹桑皮纸，用胶

采用生化自动分析仪检测血清白蛋白；流式细胞术检测单

水或浆糊封口而成。艾灸组患者选择关元穴，在下腹部，前正

核绝对值。

中线上，当脐中下 3 寸，暴露皮肤，将灸条点燃置于关元 2～

1.5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描述性相关设计

3cm 左右，使患者局部有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一般每处灸
10～15min，至皮肤红晕为度，其干预时间分别为 2 周、4 周、
8 周，简明见图 1。

所有统计过程均在统计软件 SPSS V13（SPSS，Inc）中
进行，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0.05，所有 P 值均为双尾。根据克
朗巴赫（Cronbach）α 系数判断量表各维度评分的内在一致
性，Cronbach α 系数从 0-1，数值越高表示测量错误越少，一
般至少要求在 0.7 以上量表评分才有可信度。两组计数资料均
用 t 检验。
2

结

果

2.1 患者的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共入组 168 名女性乳腺癌患者，患者年龄 33～86
岁，平均（62.61±12.25）岁，中位年龄 65 岁，Ⅲ期 102 人（61%）
，
Ⅳ66 人（39%），见图 1。以期别为基线，随机分组，每组各
84 人。随着研究进行艾灸组脱落 5 名（条件为 45/Ⅲ，52/Ⅲ，
53/Ⅳ，55/Ⅳ，82/Ⅲ）
，对照组脱落 2 名（条件为 48/Ⅲ，50/
Ⅲ）
，为实现均衡再次随机剔除 3 名（46/Ⅳ，55/Ⅳ，82/Ⅲ）
。
入组患者 KPS 评分都在 50 分以上。
2.2 KPS 及 BFI 评分的变化
入组患者 KPS 评分均在 50 分以上，其中 50 分 30 人，70 分
88 人，90 分 50 人，描述性百分比图（见图 2）
。经过艾灸治疗后，

图 1 实验设计流程图
注：艾灸干预晚期乳腺癌患者癌因性疲劳的前瞻随机对照研究流程图

其 KPS 评分均有所提高，较对照组明显提高，见表 1。

1.3 研究评价工具
生活质量评分（Karnofsky，KPS 百分法）来评价功能状态，
得分越高，健康状况越好；反之得分越低，健康状况越差，体
质状态就越差。
BFT 属于单维疲劳测评量表，总共有 9 个条目，其中三项
条目对过去 24h 内患者最严重、通常和目前的疲劳程度进行计
分。采用 11 点计分法（0～10）评估癌因性疲劳的特异症状，
0＝没有疲劳，10＝所能想象最严重的疲劳。7 分以上属于严重
疲劳，7 分以下不严重。综合疲劳程度评分为 3 个疲劳条目分

图 2 入组病例 KPS 分布图

的平均值。6 个附加条目描述了过去 24h 疲劳对患者生活中不

注：纳入的患者先行 KPS 评分，其中 50 分占 29.7%，70 分占 52.3%，90 分占

同方面的影响，包一般活动、情绪、行走能力、正常工作（户

17.8%。在以此为基线进行分层，随机分为艾灸组及对照组，每组各 8 人。

外工作和家务）
、人际关系和享受活。相应地，0＝没有影响，
表 1 两组患者 KPS 评分比较
n

0

2w

4w
◇

艾灸组

79

72±1.2

73±1.1

对照组

79

72±1.5

72±1.3

80±1.4

8w
★

85±0.9

75±1.0

★

73±1.2
★

◇

注：与对照组相比，艾灸可改善患者 KPS 评分，艾灸 2 周两组患者其 KPS 评分无明显差异；而艾灸干预 4 周后，艾灸组 KPS 评分显著提高； P<0.05， P>0.05。

我们对基线疲劳分值进行计算，两组的 BFI 综合疲劳评分

分别为（5.69±2.31）、（5.48±2.85），其附加项目评分（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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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
、5.10±2.12）
，
其组内相应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61，

善趋势，约提高 2.73%，但是无统计学意义；而在艾灸 4 周后

标准化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65，说明各维度反应患者疲劳情

实验组疲劳评分开始显著降低 28.3%（P<0.05），8 周时其疲

况均一，存在着良好的信度。以此为基础，我们进一步以患者

劳状态持续改善其 BMI 评分降低 32.8%（P<0.05），具体见表

综合疲劳计分情况进行比较，艾灸 2 周患者疲劳提指数有改

2。

表 2 两组患者 BFI 评分比较
n

0

2w

4w
◇

艾灸组

79

5.69±2.31

5.31±1.82

对照组

79

5.48±2.85

5.46±2.23

8w

4.12±1.05

★

5.75±2.10

3.85±1.09

★

5.73±2.26
★

注：与对照组相比，艾灸可改善患者 BFI 评分，艾灸 2 周两组患者其 BFI 评分无明显差异；而艾灸干预 4 周后，艾灸组 BFI 评分显著提高； P<0.05，
◇

P>0.05。

（32±2.44）g/L。在进行艾灸干预后，艾灸 4 周组其单核细胞

2.3 血清白蛋白含量及单核细胞计数
首先比较基点时两组人群中单核粒细胞及白蛋白的差异，

数稍有提高，提高比例 6.2%，但是没有明显统计学意义；艾灸

其中艾灸组：单核粒（0.612±0.211）×109/L，白蛋白（32±

8 周组单核细胞进一步提高，提高幅度 9.6%，有统计学意义。

9

2.23）g/L；对照组：单核粒（0.632±0.253）×10 /L，白蛋白

与对照组相比，艾灸组白蛋白含量无明显改变。具体见表 3。

表 3 单核细胞计数及白蛋白检测
n

单核细胞绝对值（×109）

血清白蛋白（g/L）

艾灸组

对照组

艾灸组

对照组

0

79

0.61±0.21

0.63±0.25

32±2.23

32±2.44

2w

79

0.63±0.32

◇

0.64±0.23

31±3.61

32±2.63

4w

79

0.71±0.85

◇

0.67±0.34

32±1.89

31±2.50

8w

79

0.91±0.79

★

0.63±0.26

32±2.59

31±3.26
★

注：与对照组相比，艾灸 8 周方可改善患者单核细胞计数，艾灸 2 周及 4 周其单核细胞计数并分无明显差异；而艾灸干预没有改变患者血清白蛋白含量。 P<0.05，
◇

P>0.05。

3

讨

论

本研究首先评估Ⅲ/Ⅳ乳腺癌患者治疗前其生活质量及疲

随着对肿瘤认识的深入，临床上已不再将缓解率作为肿瘤
治疗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以提高患者及家庭生活治疗为目
标的姑息治疗越来越多的运用于肿瘤临床。传统中医学的独特

劳情况，发现广泛的疲劳确实存在于广泛的患者，几乎所有的
患者都有或多或少的疲劳状况，其评分接近于 6 属于中重度疲
劳；随后本研究按疾病期别分层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行艾灸

治疗方式在缓解肿瘤病痛、改善生活治疗更具有现实意义[4]。

治疗，对照组无干预，发现艾灸 4 周后患者的疲劳评分下降了

癌因性疲劳（CRF）作为影响肿瘤进展的独立危险因子也越来

1.57 分，降幅 27.6%，8 周组其疲劳评分进一步降至 3.85，降

越多的受到西方学者重视，CRF 会随着时间增加并持续存在，

幅为 32.3%。同时，我们比较了患者的 KPS 评分，发现与 BFI

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轻和消失，给患者产生一种粍尽的感

指数同步，艾灸 4 周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指数也有提高。

觉，被成为“压迫压倒性的感觉（Overwhelming）
”
，这种感觉

现有多种学说来阐释 CRF 的形成。从目前证据看，贫血、
抗癌治疗、恶液质、肿瘤负荷、免疫状态都与疲劳的发生有关。

可直接影响预后以及患者后续的治疗选择[5]。
有关 CRF 国外已经产生了诸多的评价模式，如 1998 年就

放疗、化疗本身就可诱发疲劳。Jones T 等发现用干扰素治疗者

提出的 Piper 疲劳量表及癌症直线类比表（CLAS）
，这些表诞

70%～100%有疲劳，为干扰素治疗的剂量限制性副反应，与神

生较早，多是从其他慢性病演化来缺少癌症针对性；随后人们

经内分泌功能紊乱有关[10-11]。为了观察艾灸是否通过改善营养

发现癌症治疗相关疲劳功能评价表（FACT-F）[6]，它比较全面

状况来逆转疲劳的内在机制，我们测定干预前及艾灸 2 周、4

的概括了肿瘤患者的身等多维度情况，但是由于过于繁琐并且

周、8 周血清白蛋白含量，发现艾灸组患者干预前后其血清白

主要针对即将接受特定治疗的患者，限制了应用。我们在本研

蛋白并没有明显波动，这提示艾灸对 CRF 的改善可能与营养

究中采用简明疲劳量表（BFI）
，它包含 9 个条目，按十分法评

状态并没有直接关系。研究发现，免疫系统功能紊乱是肿瘤的

[7]

估患者的疲劳严重程度以及疲劳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 。研

发病机制之一，其中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杀伤能力下降是产生机

究表明，该表内的所有维度测量一致性高，适用于中国患者，

体缺乏肿瘤识别与清除的重要原因。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艾

该量表已有汉化版。

灸 4 周便可显著提高患者单核细胞计数水平，因此我们推测患

关元穴源自《灵枢·寒热病》
，别名三结交、下纪、次门、

者 CRF 指数改善可能与艾灸提高患者免疫功能状态有关。

丹田、大中极，属任脉，足三阴、任脉之会，是培补元气的重

高发病率伴随着低死亡率是乳腺癌的重要流行病特点，患

穴。大量研究发现，艾灸关元穴可以调节机体免疫状态，改善

者在经受肿瘤本身折磨的同时，其伴发的疲劳状态显著影响患

代谢模式等多种机制改善慢性疾病患者的症状及生活治疗[8-9]。

者生存质量。乳腺癌患者在其“幸存”期往往长期忍受“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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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 CRF 状态，而目前国内外关于改善 CRF 的干预措施研究尚

create a core item bank from the FACIT-Fatigue Scale,Qual Life Res,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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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降脂合剂调节 43 例高脂血症的血脂作用研究
Research on treating 43 cases of hyperlipidemia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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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自拟降脂合剂调节高脂血症的血脂作用效果。方法：将我科收治的 86 例高脂血症患者纳入研究，随
机分为自拟降脂合剂治疗组（简称观察组），以及辛伐他汀滴丸治疗组（简称对照组），疗程结束后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血
脂变化情况以及安全性评价。结果：观察组患者中痊愈 5 例，显效 15 例，有效 20 例，无效 3 例，有效率为 93.02%；对照组患者
中痊愈 6 例，显效 14 例，有效 21 例，无效 2 例，有效率为 95.34%，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与对
照组比较，观察组的 TC、TG、HDL-C 以及 LDL-C 变化情况，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在全
血还原粘度和 RBC 压积水平治疗组下降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未见不适反应（0），对
照组患者中有 2 例（4.65%）不良反应，两组安全性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自拟降脂
合剂与辛伐他汀滴丸疗效相当，安全性较佳，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高脂血症；降脂合剂；辛伐他汀滴丸；血脂；安全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elf-made lipid-lowering mixture on hyperlipidemia. Methods: 86 cases of
hyperlipidemic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included in the stud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elf-made lipid-lowering mixture treated
group (observation group), and simvastatin pills treated group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clinical efficacy, lipid changes and security
evaluation were observed. Results: 5 cases recovered, markedly effective in 15 cases, effective in 20 cases, ineffective in 3 cases, the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2 期

-5-

efficiency was 93.02%; in control group six cases were cured, 14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effective in 21 cases, ineffective in 2 cases,
the efficiency was 95.34%, the difference of the efficiency i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C, TG, HDL-C and LDL-C chang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whole blood reduced viscosity and RBC hematocrit level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no discomfort (0),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had two cases of adverse reactions (4.65%). Compared security of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elf-made lipid-lowering mixture and simvastatin pills with have equivalent
efficacy, safety, with a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Hyperlipidemia; Lipid-lowering mixture; Simvastatin pills; Blood lipids; Secur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平均（60.5±7.5）岁；病程：3～14 年，平均（6.1±3.0）

生活方式渐趋改善，随之而来的高脂血症的发病率亦呈现上升

年；合并病情况：高血压者 39 例，冠心病者 38 例，糖尿病

趋势，已经成为影响患者尤其是中老年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因

者 26 例。

素之一[1]。相关统计学数据显示：高脂血症的患者中，尤以 50
岁以上老年患者为多，其可作为是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
[2]

心脏猝死等疾患独立而重要的危险因素 。因此，探索高脂血症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以及合并病情况上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可比性。
1.4 治疗方法

的有效的防治药物和方法已成为现今医学界需要解决的问题。

观察组：自拟降脂合剂（我院制剂科提供，药物组成主要

我科自 2011 年以来，在总结多年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

为丹参、川芎、当归、茯苓、田七等）
，水煎服，200ml/次，早

用自拟降脂合剂治疗高脂血症，并与常规治疗西药辛伐他滴丸

晚顿服。

相对照，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对照组：辛伐他汀滴丸（兴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国药准字 H20030711）2 片/次，1 次/晚。
两组均以 1 个月为 1 个疗程。
1.5 观察指标

诊断标准：西医诊断《血脂异常防治建议》[2]中血清总胆
固醇（TC）
、甘油三酯（TG）
、高密度脂蛋白（HDL-C）
、低密

血脂水平变化情况：两组患者治疗后静脉采血 1 次，观察
血脂水平，主要包括 TC、TG、HDL-C、LDL-C。

度脂蛋白（LDL-C）的水平确定诊断。中医诊断参照《中药新
药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血液流变学情况：主要包括全血粘度、全血还原粘度、血
浆粘度、红细胞（RBC）压积、血沉。

纳入标准：①年龄：50～80 岁；②符合诊断标准，且肝功
能正常者；③患者意识清醒，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其他严重躯体及精神疾患者；②近 2 周内服
用其他降血脂药物者或者正在服用肝素、甲状腺素治疗药物和

安全性评价：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血常规、尿常
规、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心电图等检查以排除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1.6 疗效判断标准[3]

其他影响血脂代谢药物者；③药物导致的高脂血症患者；④药
物及酒精依赖者；⑤依从性差，中途退出者。
根据上述标准，自 2011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将我科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治疗高脂血症的临
床指导原则》的疗效标准进行判定，主要通过患者血脂各项指
标的下降情况，依次分为痊愈、显效、有效以及无效，进而计

治的 86 例高脂血症患者纳入研究。

算有效率。

1.2 病例分组

1.7 统计学处理

根据临床前瞻性研究原则，将所有病例按照随机-平行原
则，分为两组，即：自拟降脂合剂治疗组（简称观察组），以
及辛伐他汀滴丸治疗组（简称对照组）
，每组各 43 例。
1.3 一般资料
观察组患者中男 29 例，女 14 例；年龄：52～77 岁，

所有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用 SPSS12.0 版软件包（方
差分析、q 检验）统计学处理。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平均（59.7±6.0）岁；病程：2～12 年，平均（5.5±2.1）

观察组患者中痊愈 5 例，显效 15 例，有效 20 例，无效 3

年；合并病情况：高血压者 41 例，冠心病者 36 例，糖尿病

例，有效率为 93.02%；对照组患者中痊愈 6 例，显效 14 例，

者 28 例。

有效 21 例，无效 2 例，有效率为 95.34%，两组有效率比较，

对照组患者中男 28 例，女 15 例；年龄：54～79 岁，

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见表 1。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22

-6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43，%）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5

15

20

3

93.02

对照组

6

14

21

2

95.34

2.2 两组患者血脂变化情况比较

变化情况， 差异 均 不具 有统 计学 意义 （P>0.05）。结 果 见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 TC、TG、HDL-C 以及 LDL-C

表 2。

表 2 治疗后各组血脂指标比较（n=43， x ± s ）
组别

TC（mmol/L）

TG（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观察组

2.15±0.53

0.86±0.35

1.54±0.34

2.61±0.22

对照组

2.12±0.61

0.78±0.39

1.38±0.36

2.58±0.20

2.3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比较

平治疗组下降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在全血还原粘度和 RBC 压积水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液流变学比较（n=43， x ± s ）
全血粘度（cp）

组别

10s

-1

90s

全血还原粘度

血浆粘度

-1

160s

-1

（cp）

低

中

高

观察组

9.90±1.80

6.00±0.97

5.27±1.06

1.87±0.32

20.13±9.42

11.93±6.86

3.30±2.46

对照组

9.83±1.84

6.47±0.96

5.23±1.10

1.65±0.83

21.07±9.89

注：与对照组比较

▲

13.43±5.25

▲

4.40±2.51

▲

RBC 压积

血沉

（%）

（mm/h）

49.30±5.49
51.47±5.73

▲

11.10±6.12
10.10±6.51

▲

P<0.05。

2.4 两组患者安全性比较

成分，或提高某种酶类的活性以利于血脂的分解有关。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未见不适反应（0）
，对照组患者

有鉴于此，我科自 2011 年以来将收治的高脂血症患者分别

中有 2 例（4.65%）不良反应，均表现为肌肉酸痛，查肝功示

应用于自拟降脂合剂、辛伐他汀滴丸进行治疗之中，结果显示：

肌酸激酶升高，停用药物后症状消失。两组安全性比较，观察

观察组患者有效率为 93.02%；对照组患者为 95.34%，两组有效

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率比较，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与对照组比较，观

3

讨

察组的 TC、TG、HDL-C 以及 LDL-C 变化情况，差异均不具有

论

统计学意义（P>0.05）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在全血还原粘度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高脂血症这一常见

和 RBC 压积水平治疗组下降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老年性疾病的防治已是目前面临解决的难题。目前，西药的安

（P<0.05）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未见不适反应（0）
，对照

全性和中远期疗效不理想已成为本病治疗之中不可逾越的难

组患者中有 2 例（4.65%）不良反应两组安全性比较，观察组优

题，而中医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以其价、廉、效、验的优势渐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可见，自拟降脂合

次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1]，如能在临床防治高脂血症的治疗中

剂与辛伐他汀滴丸疗效相当，安全性较佳，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发挥其优势，可为探寻有效防治本病提供新的途径与方法。

本试验由于研究时间尚短，对于高脂血症的分型治疗尚有待进

高脂血症在中医中并无对应证名，多将其归属于“瘀证”
等范畴，认为其发病多与痰浊、瘀血等关系密切，多由于脾之
水谷精微运化功能失职，加之肝之疏泄失调，肾之温煦、滋养
功能失常，从而导致水谷精微清者化为浊，进而酿痰致瘀，痰

一步探索之中，其结果以期为探索防治高脂血症的新途径，开
发研制新型的高脂血症治疗药物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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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曲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plaque with red rice
吴 昕 罗冬珍
（广东省河源市中医院，广东

河源，5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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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红曲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临床疗效。方法：60 例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证实有不同程度颈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红曲治疗组和洛伐他汀治疗组各 20 例，另外 20 例患者作为空白对照组。红
曲组予红曲治疗，6g/次，2 次/d，饭后予开水 150ml 泡 20min，红曲完全溶解后服用，连服 6 个月；洛伐他汀组予洛伐他汀胶囊
20mg 口服，1 次/d，也连服 6 个月；对照组不予相关药物干预。观察用药 6 个月后中医证侯疗效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颈动脉内
膜-中膜厚度（IMT）和 Crouse 斑块积分的变化。结果：两治疗组治疗 6 个月后中医证侯明显改善，两治疗组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而空白对照组治疗前后中医证侯无变化甚至加重，与两治疗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两治疗组治疗后 IMT 和 Crouse 斑块积分
的均显著改善，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而空白对照组治疗前后无变化甚至加重。结论：红曲与洛伐他汀均具有改善颈动脉粥
样硬化患者临床症状及减轻和消退颈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且红曲副作用少，安全性大，值得临床应用。
【关键词】 红曲；洛伐他汀；颈动脉粥样硬化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plaque with red rice. Methods: 60 case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ed rice treated group and lovastatin treated group each of 20 cases, in
the other 20 patients as control group. Red rice treated group was gave the rad rice, 6g/time, 2 time/d, 150ml to boiling water soak 20 minutes
after a meal, to take after rad rice is completely dissolved, and even served 6 months;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lated to medicine intervention.
Observation TCM syndrome curative effect after 6 months and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detection of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IMT)
and Crouse plaque integral. Results: The TCM syndrome significantly was improved after 6 months;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TCM syndrome without chang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wo in the treated group. Conclusion: Monascus and lovastatin has improved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and reduce and regression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Monascus has less side effect, high safety,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Red rice; Lovastatin;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03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积
极防治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防治具有非
常重要的临床意义。基于在临床中应用红曲防治高脂血症取得
良好的效果，而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病变特征为动脉某些部位
的内膜下脂质沉积，并伴有平滑肌细胞和纤维基质成分的增
殖，逐步发展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性斑块。故在此基础上应用彩
色多普勒超声技术，观察红曲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自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就诊于我院门诊及住院
部的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共 60 例。入选标准：①经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首次确诊有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②年龄<80 岁；③入
组前未服用过调脂药物；④既往无症状型脑卒中史；⑤无恶心
肿瘤、严重心肝肾疾病。60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红
曲治疗组和洛伐他汀治疗组）
，每组各 20 例，另外 20 例患者作
为空白对照组。各组年龄、性别、吸烟、高血压病、糖尿病、
高脂血症等经统计学处理无统计学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红曲组予红曲（杭州桐君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
生产，6g/袋）治疗，6g/次，2 次/d，饭后予开水 150ml 泡 20min，

红曲完全溶解后服用，连服 6 个月；辛伐他汀组予洛伐他汀胶
囊 20mg 口服，1 次/d，也连服 6 个月；对照组不予红曲及他汀
类药物干预。
1.3 观察指标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均行颈动脉彩超、血常规、肝肾功能、
血脂等检查。观察乏力、眩晕、头重、胸闷、心悸、口干口
粘、腹胀、大便不爽等中医临床证候，症状分级为：严重为 4
分，较重为 3 分，中度为 2 分，轻度为 1 分，无症状为 0 分。
颈动脉彩超检查采用美国 Acuson Sepuio-C512 型彩超仪，探
头频率 7.0MHZ，纵横扫查观察颈总动脉远端、中端及分叉膨
大部内膜中层是否光滑，层次结构是否清晰，以 IMT≥1.3mm
并突向管腔内作为诊断斑块的标准。检测斑块回声性质、大
小、管腔的狭窄程度、彩色多普勒血流及血流频谱参数。
1.4 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控制：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症候积分减
少≥95%；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症候积分减少≥
70%；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症候积分减少≥30%；
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临床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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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效率为 45.00%，总有效率为 70.00%。空白组中，临床控制 0

2.1 三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红曲组中，临床控制 3 例，显效 8 例，有效 5 例，无效 4
例，控制显效率为 55.00%，总有效率为 80.00%；辛伐他汀组
中，临床控制 2 例，显效 7 例，有效 5 例，无效 6 例，控制显

例，显效 0 例，有效 3 例，无效 17 例，控制显效率为 0.00%，
总有效率为 15.00%。红曲组中、辛伐他汀组中医证候疗效显
﹡

著改善，明显优于空白组（ P<0.01）
，见表 1。

表 1 三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组别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控制显效率（%）

红曲组

3

8

5

4

55.00

﹡

80.00

﹡

辛伐他汀组

2

7

5

6

45.00

﹡

70.00

﹡

空白组

0

0

3

17

0.00

2.2 各组治疗前后 IMT 比较
﹡

治疗前显著减小（ P<0.05），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两治疗
组治疗后 IMT 均显著小于空白组（ P<0.01）
，见表 2。

鼠灌服红曲后的血脂水平发现，红曲能显著降低大鼠血清

组别

n

治疗前

红曲组

20

1.23±0.45

1.03±0.38

﹡△

辛伐他汀组

20

1.12±0.16

0.97±0.23

﹡△

空白组

20

1.81±0.49

治疗后

1.89±0.47

两治疗组治疗后 Crouse 斑块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减小
△

（ P<0.05， P<0.05），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两治疗组治
＃

疗后与空白组进行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治疗后发现，红曲有明显降血压作用。王炎焱等 [3] 发现红曲
抑制作用，与洛伐他汀的抗炎作用相近。综上所述，红曲可
以通过降脂、降压、抗炎抗病原微生物等途径干预颈动脉粥
样硬化的进展，稳定斑块。
动脉硬化主要为动脉内膜脂质条纹沉积，纤维斑块形成，血管弹

n

左侧

右侧

治疗前

20

2.20±1.44

1.73±1.35

治疗后

20

辛伐他

治疗前

20

汀组

治疗后

20

治疗前

20

2.02±1.62

2.21±1.14

治疗后

20

1.95±0.86

2.06±1.05

2.35±1.85

﹡＃

1.85±0.98
2.24±1.56

△＃

1.79±1.48

性减退，管腔狭窄而导致血液流变学异常的病理特点，有学者提
﹡＃

0.92±0.56
1.57±0.93

△＃

2.4 安全性指标检测分析
临床试验过程中，60 例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血、尿、大便
常规检查，以及肝肾功能等安全指标检测，治疗前后均无异常
变化，说明试验药物对其无明显不良影响。
2.5 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描述。
讨

硬化的危险因素。郑建全等 [2] 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灌服红曲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祖国医学中无与之类似的病名。根据

表 3 三组治疗前后血脂疗效比较

3

TC、LDL-C、TG 水平，且成量效关系。红曲还有一定降血
压、降血糖、抑菌、增强免疫力、抗疲劳等作用，减少动脉

对巴豆油致小鼠耳肿胀和棉球致小鼠腹腔内肉芽肿均有显著

2.3 三组治疗前后 Crouse 斑块积分的变化

空白组

使循环血中的胆固醇的分解代谢加快，从而抑制体内胆固醇
转换成酸式结构而发挥降脂作用。戴伟等 [1] 通过检测高脂大

表 2 三组治疗前后颈内动脉 IMT 的变化

红曲组

固醇浓度的降低从而使 LDL 受体在肝细胞的表达增加，进而
合成，而内酯式结构本身无活性，在体内经羧基酯酶的催化

△

组别

15.00

此酶为肝脏胆固醇生物合成中的限速酶，结果导致肝细胞胆

对颈动脉内膜-中膜厚度的影响。两治疗组治疗后 IMT 均较

﹡

总有效率（%）

论

红曲为曲霉科真菌红曲霉的菌丝体寄生在粳米上而成的

出颈动脉硬化斑块属于中医“瘀血”
、
“痰浊”的范畴；在病因上，
大多数学者认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由于嗜食肥甘厚味，日久损
伤脾胃、运化失司，水湿聚集成痰，浸渍血脉，痰瘀交阻而成。
所以治疗上多从活血化瘀、健脾化痰等方法入手。而红曲从中医
辨证论治理论出发，通过其健脾化痰，活血化瘀功效，达到调节
血脂，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作用，能显著改善乏力、眩
晕、头重、胸闷、心悸、口干口粘、腹胀、大便不爽等中医临床
证候。并且红曲服用方便、无不良反应，是适合患者长期安全使
用的有效调节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种中成药。
参考文献：
[1]戴伟,李立,刘海波,等.红曲调节血脂作用的研究[J].上海预防医学杂志,
2003:15(8):374-376
[2]郑健全,郭俊霞.红曲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降压机制研究[J].食品工业技术,
2007,28(3):207-208

红曲米，其味甘，性微温，归肝、脾、胃、大肠经，擅于健

[3 ]王炎焱,赵征,黄烽,等.红曲抗炎作用的实验研究[J ].中国新药杂志,

脾和胃消食，活血化瘀止痛。现代研究发现其主要成分为甲

2006,15(2):96-98

基戊二酰辅酶 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及含多种人体
必需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明确的降脂
和抗动脉硬化作用。红曲中所含的洛伐他汀存在酸式和内酯
式两种构型，酸式结构的洛伐他汀为红曲的特有成分，它不
需体内任何转换过程，直接与靶酶—HMG-CoA）还原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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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波面积法对养血注射液在大鼠体内
药代动力学的研究
Studies on pharmacokinetics in rats from Yangxue injection by
the method of AUAWC
张丽红 肖晓金 杨真真 姜梦丽 李孝栋
（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福建 福州，350122）
中图分类号：R285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09-03

要】 目的：研究组分中药制剂养血注射液在大鼠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方法：配制阿魏酸、盐酸川芎嗪、丹参素钠等

与处方量等比例的系列浓度混合对照品溶液，经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在 200～600nm 下全波长扫描，求算吸光度-波长曲线下面积
（简称吸波面积，AUAWC），绘制药物总浓度-吸波面积的标准曲线。另大鼠尾静脉注射养血注射液，处理后的血浆经扫描获得
吸波面积，将吸波面积代入线性方程，得到给药后不同时间药物总的血药浓度，通过 3P97 程序对血药浓度-时间数据进行房室模
型拟合，获得药代动力学参数。结果：药物总浓度在 0.448～14.325μg•ml-1 范围内与吸波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AUAWC＝5.8577C
＋0.4472（r＝1.0000）。养血注射液在大鼠体内的药时过程符合一室模型，分布迅速，消除快，总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参数 C0 为
181.55μg•ml-1，t1/2 为 13.1min，AUC 为 3432.61μg•ml-1•min。结论：吸波面积法较好地阐述了养血注射液大鼠体内的药代动力学特
征，为多成分组分中药制剂的体内研究和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奠定基础。
【关键词】 组分中药；养血注射液；吸波面积法；药代动力学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pharmacokinetics of Yangxue injection in rats. Methods: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 solutions of a
series of concentrations were made, in which the ratio of all constituents were the same as Yangxue injection. Area under the
absorbability-wavelength curve (AUAWC) was obtained through a full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um scan from 200 to 600 nm wavelength.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AUAWC and total medicine concentration was observed. Yangxue injection was administered to rats by tail
vein injection. Plasm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reated with methanol to precipitate protein．AUAWC and total
medicines’ concentrations in plasma were obtained after a full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um scan. The mean plasma concentration-time data
was processed with 3P97 soft procedure to obtain the main pharmacokinetics parameters of total components. Results: The calibration
curve was linear in the range of 0.448～14.325μg•ml-1 (r＝1.0000).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the pharmacokinetics behavior of Yangxue
injection fitted one compartment model in rats and both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elimination were fast. The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total components were as follows: C0 was 181.55μg•ml-1, t1/2 was 13.1min, AUC was 3432.61μg•ml-1•min. Conclusion: The
pharmacoki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Yangxue injection in rats was shown by the method of AUAWC, which will bring a feasible idea and
pathway to pharmacokinetics’ studies and modernization of TCM.
【Keywords】 Components of Chinese herbs; Yangxue injection; Area under absorbability-wavelength curve; Pharmacokinetic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04
养血注射液是福建中医药大学中药制剂实验室研制的具

将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下的吸光度与波长曲线下面积（简称吸波

有养血、补血、活血功效的组分中药注射剂，由阿魏酸、盐酸

面积，Area Under the Absorbability-wavelength Curve，AUAWC）

川芎嗪、丹参素钠等组成，用于闭塞性脑血管疾病（如脑供血

应用于养血注射液，观察大鼠体内阿魏酸、盐酸川芎嗪、丹

不全、脑血栓形成、脑栓塞等）及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如冠心

参素钠等总药物血药浓度随时间的动态变化，确定组分中药

病的胸闷、心绞痛、心肌梗塞、缺血性中风、血栓闭塞性脉管

多成分的药代动力学参数，为中药药代动力学的评价研制奠

炎等）[1-3]。

定基础。

近几年，组分中药及其制剂取得快速发展，但由于其化学
成分是复方，单纯测定其中一个化学成分含量的思路不能阐明
多成分组分中药的体内过程，缺乏中药多成分特征的药代动力
[4-5]

学整体评价。本文在前期试验研究取得良好结果的基础上

，

1

仪器、试药与动物

1.1 仪器
TU-1901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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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限责任公司）；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

值，得到不同时间点大鼠血浆中药物的 AUAWC 均值，再分

海有限公司）
；FA2004N 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

别带入标准曲线的线性方程中，求得各时间点的大鼠血浆中

司）
；VXH-3 型微型旋涡混合器（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
；TDL-4

混合药物总浓度，以总浓度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绘制

型低速台式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

药-时曲线图。采用中国药理学会数学药理委员会编制的 3P97

1.2 试药

程序将血浆药物总浓度-时间数据进行房室模型拟合及药代

阿魏酸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
110773-201012）
；丹参素钠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批号：110855-200809）；盐酸川芎嗪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批号：110817-200305）
；养血注射液（自制）；甲醇

动力学参数计算。
3

实验结果

3.1 吸波面积与混合对照品总浓度的线性关系
吸波面积与混合药物总浓度的回归方程：AUAWC＝5.8577C

（分析纯）
。

＋0.4472（r＝1.0000）
，混合药物总浓度在 0.448～14.325μg•ml-1

1.3 动物
清洁级健康雄性 SD 大鼠，体质量（375±25）g，上海斯

线性关系良好，如图 1 所示。

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许可证号：SCXK（沪）
2007-0005。
2

实验方法

2.1 混合对照品储备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养血注射液中各成分对照品适量，置 10ml 容量
瓶中，加甲醇溶解并定容至刻度，摇匀，配成与养血注射液处
方中各成分质量比相同的混合对照品储备液，总浓度为
1.791mg•ml-1。
波长（nm）

2.2 线性关系的考察
精密吸取 25、50、100、200、400、800μL 的混合对照
品储备液于 100ml 容量瓶中，甲醇定容至刻度，即得总浓度
分别为 0.448、0.895、1.791、3.581、7.162、14.325μg•ml

图 1 吸波面积与药物总浓度成线性关系的全波长扫描图

3.2 养血注射液在大鼠体内药代动力学结果

-1

的系列混合对照品溶液。按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以甲
醇溶剂作为空白对照，进行 200～600nm 全波长扫描。Origin
软件计算吸光度-波长曲线下面积，以混合药物总浓度（C）
为横坐标，AUAWC 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计算回归方
程。
2.3 给药方法与血样采集
雄性大鼠 42 只，随机分为 7 组，每组 6 只，给药前禁食
12h，自由饮水。其中一组尾静脉注射生理盐水后 5min 采血；
其余 6 组按照 41.65mg•kg-1 尾静脉注射养血注射液，分别于给
药后 5、10、20、30、60、120min 通过眼眶采血 2.5ml，EDTA-2Na

波长（nm）
图 2 血浆全波长扫描图（从下至上依次为空白血浆、给药后 20、10、5min 血浆）

，吸取上清液血浆，－20℃
抗凝，立即离心 10min（3800r•min-1）
保存备用。
2.4 血浆供试品处理

血浆全波长扫描图见图 2。各组大鼠血浆供试品的吸波面
积及不同时间点药物的吸波面积见表 1。不同时间点体内药物

血样分离血浆后，精密吸取含药血浆样品 400μL 置离心管

的 AUAWC 分别带入标准曲线的线性方程中，求得各时间点的

中，精密加入 3.6ml 甲醇，涡旋 2min 后，离心 10min（3800r•

大鼠体内混合药物总浓度，结果见表 2。以总浓度为纵坐标，

min-1），吸取上清液至比色皿中，以甲醇溶剂作为空白对照进

时间为横坐标，绘制药-时曲线图，见图 3。血浆药物总浓度-

行 200～600nm 全波长扫描，得吸光度-波长曲线。

时间数据采用中国药理学会数学药理委员会编制的 3P97 程序

2.5 数据分析

拟合，以 AIC 值为拟合度指标进行模型识别，确定房室模型，

将全波长扫描的吸光度值导入 Origin 软件，通过软件拟

求算养血注射液在大鼠体内的各项药代动力学参数，见表 4。

合并计算出不同时间扫描曲线下的 AUAWC 值，将养血注射

结果表明，养血注射液在大鼠体内的药时过程符合一室模型，

液各个时间点的 AUAWC 均值减去生理盐水组的 AUAWC 均

权重为 1/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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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性质很不稳定。故在配制混合对照品溶液时使用棕色量瓶，避

表 1 各组大鼠 AUAWC 平均值（n=6）
组别

血浆供试品 AUAWC

药物 AUAWC

生理盐水

106.48

5min

179.48

73.00

10min

164.55

58.07

20min

150.23

43.75

30min

154.58

48.11

60min

110.89

4.41

120min

101.43

0

光保存。
在药物原形代谢或代谢产物不增加紫外-可见光谱吸收的
前提下，吸波面积法可较好地应用于多成分中药药代动力学研
究，若结合经典血药浓度法所得的单一成分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数据，将有助于中药复杂成分的体内机理阐释。
总之，吸波面积概念的提出和应用，为组分中药新药的开
发和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思路和可行途径，为复杂中药药代动
力学评价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将促进中药体内研究和现代化

表 2 给药后大鼠体内药物总浓度的经时变化（n=6）

中药的发展。

时间（min)

血浆药物总浓度（μg•ml-1）

5

123.86

10

98.37

20

73.92

[1]汪燕,邵建兵.丹参川芎嗪注射液的临床应用[J].医药前沿,2012,2(6):22-23

30

81.37

[2]俞丹晖.冠心宁注射液的临床应用进展[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

60

6.77

33(3):454-455

120

0

参考文献：

[3]陈兴坚,刘建红.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的临床应用进展[J].中国实用医药,
2010,5(13): 247-249
[4]李孝栋,李素云,张丽红,等.吸光度-波长曲线下面积和药物浓度的线性关
系及其在中药药动学中的应用[J].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2(6):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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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养血注射液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7]陈向梅,王晓雯,骆晶,等.血必净注射液大鼠体内的药动学研究[J].药物分

图 3 养血注射液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析杂志,2012,32(5):744-748
[8]王娟,马张庆,汪五三,等.丹参素钠及丹参注射液在大鼠体内的药动学比较

表 3 养血注射液有关药动学参数
参数

讨

[9]高志娟,桑柏,梁杨静,等.香丹注射液中 3 种酚酸类成分在大鼠体内的药动

C0 /μg•ml

181.55

t1/2（Ke）/min

13.11

学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11,36(7):922-925

0.05

[10]陈海南,李沙,王立兴,等.大鼠静脉注射川芎嗪体内药动学研究[J].中药材,

Ke/min

4

[J].中国中药杂志,2009,34(22):2943-2945

参数值
-1

-1

AUC/μg•ml-1•min-1

3432.61

CL（s）/L•min-1

4.57×10-3

V（c）/L

0.09

2010,33(10):1599-1602
[11]夏祖猛,王利胜,赖宝林,等.芎冰微乳在新西兰兔体内的药动学研究[J].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17(11):119-121

论

养血注射液总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参数与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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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酸、丹参素钠、盐酸川芎嗪各单一成分或二者混合的二室模

福建省科技平台项目（2010YZ004），陈可冀中西医结合发展基金
（CKJ2012022）
。

型药代动力学参数比较，表现为消除快、半衰期短，符合单室
模型，可能与阿魏酸、丹参素钠和盐酸川芎嗪等多成分混合后
的体内酶抑或酶促反应有关，也可能与血浆蛋白的结合能力发
生变化有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试验的分析和验证，但也表
明药物配伍组分的不同，对于大鼠等动物体内的药代动力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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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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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心颗粒治疗慢性心衰合并频发室早的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frequent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 with Wenxin granule
陈晓旭 1 朱翠玲 2 闫奎坡 2
（1.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0；2.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12-02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观察稳心颗粒对慢性心衰合并频发室性早搏患者的室早疗效及症状改善的影响。方法：将入选 40 例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各为 20 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稳心颗粒口服治疗，对照组则仅给予常规药物治
疗，两组患者的疗程均为 8 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24h 动态心电图的结果，并详细记录患者疗前疗后症状的变化。结果：治
疗组室早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综合积分较疗前均有改善，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稳心颗粒用于慢性心衰并频发室早的治疗，可明显减少患者的室早总数，并有效改善患者症状，提高患者的
生存质量。
【关键词】 心力衰竭；慢性；室性早搏；频发；稳心颗粒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and symptoms improvement of Wenxin granule on treat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frequent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 Methods: 4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0
cases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normal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was given the Wenxin granule mor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a course of eight weeks. Observed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24-hour ambulatory electrocardiogram
results and detailed records of the patient changes in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Effica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clinical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P<0.05). Conclusion: Wenxin granule for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frequent ventricular premature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PVC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Heart failure; Chronic;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 Frequent; Wenxin granu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05
慢性心衰是临床上极为常见的危重症，是心脏疾病的最后

例，女 4 例；平均年龄为（66.48±7.24）岁；冠心病 15 例，扩

战场，
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为心脏性猝死，
其中 50%～75%

心病 5 例；心功能Ⅱ级 12 例，Ⅲ级 8 例。对照组男 17 例，女 3

[1]

与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有关 。慢性心衰合并频发室性早搏极

例；平均年龄（62.17±8.30）岁；冠心病 14 例，扩心病 6 例；

易恶化为室速、室颤，导致晕厥、黑蒙，甚则心源性猝死。目

心功能Ⅱ级 13 例，Ⅲ级 7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心功能分

前多数抗心律失常药物对心功能存在负面影响，且有致心律失

级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常作用，对肝肾功能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稳心颗粒是一种纯

1.2 治疗方法

中药制剂，其抗心律失常作用明显，且不良反应较少。本研究

治疗组在常规抗心衰、抗心律失常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稳

旨在观察稳心颗粒治疗慢性心衰合并频发室性早搏患者的室

心颗粒（山东步长制药有限公司）1 袋/次，3 次/d 口服。对照

早疗效及症状改善的疗效。

组则仅给予常规药物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8 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心内科住院患者，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

1.3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均行 24h 动态心电图及血、尿、粪常
规、肝肾功能、电解质等相关检查，并观察患者服药前后主
要临床症状及所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判定药物疗效及药物不

心脏彩超、24h 动态心电图等相关辅助检查结果，确诊为慢性

良反应。

心力衰竭合并频发室性早搏的患者共 40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

1.4 疗效判定

年龄为 18～75 岁；心衰诊断采用 Framingham 心衰诊断标准，

室早疗效及中医证候疗效均参照卫生部制定的《心血管系

心功能为为Ⅱ～Ⅲ级；室早采用 Myerburg 分级，频率分级为

统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及中西医结合会议制定的疗效标准[2]

3～4 级，形态分级为 A～D 级。将符合以上标准的 40 例患者

进行判定。其中，室早疗效判定标准：显效：早搏消失或减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各为 20 例。治疗组男 16

少>90%；有效：早搏减少 50%～90%；无效：早搏减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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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变化。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采用制定的临床症状综合积
分进行比较。

2

结

果

2.1 心电图疗效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
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数据以（ x ± s ）表示。
检验水准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有疗效，自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组室早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1。

表 1 两组心电图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20

5（25.0）

11（55.0）

2（10.0）

2（10.0）

80.00

对照组

20

2（10.0）

3（15.0）

6（30.0）

9（45.0）

25.00

2.2 中医证候疗效

恶化

总有效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两组

两组治疗后临床症状综合积分较疗前均有改善，自身比较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2。

表 2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组内比较

组间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组

15.23±8.356

6.19±4.346

-0.683

0.478

对照组

16.64±7.597

9.82±6.082

-2.142

0.047

t

P

5.938

0.016

2.3 安全性指标

的疗效，并有安神作用[8]。

两组治疗前后行血、尿、粪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等安
全性指标检查，均无明显异常改变。治疗组有 1 例出现轻度胃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双盲试验的方法，对比观察了稳心颗
粒对慢性心衰合并频发室早的疗效及临床症状的改善，研究结

肠道反应，未予特殊处理，后患者症状自行消失。

果表明，稳心颗粒能够有效减少慢性心衰合并频发室早患者的
室早总数，且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起到了标本兼治

3

讨

论

慢性心衰合并室早常由于心肌细胞损伤后心电重构所致，
其临床症状常与心室率、室性早搏类型、心功能、持续时间等
因素有关，频发室性早搏易引发室速、室颤，导致晕厥、猝死
发生。目前仍以药物保守治疗为主，但临床常用的抗心律失常
类西药多有严格的适应证，且其副作用较大，部分还有致心律
失常作用。现指南推荐抗心律失常药物有 β-受体阻滞剂和胺碘
酮，但 β-受体阻滞剂要求在干体重下谨慎使用，逐渐加量，胺
碘酮不恶化慢性心衰患者的心功能，但心外不良反应较多，甚
[3]

的功效，且不良反应出现较少。
综上所述，稳心颗粒对慢性心衰伴室早患者具有明显的抗
心律失常作用，可使患者室早数目减少，并且能够缓解患者心
悸、气短、乏力、失眠等临床症状，且应用安全有效，无明显
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慢性心力衰竭
合并室性心律失常诊治及心脏性猝死预防中国专家共识[J].中国医刊,2011,

至会出现致心律失常作用。CAST 研究结果显示 ，使用 Ic 类
药物虽然使室性早搏的发生率明显减少，但心律失常病死率及

46(3):1008-1070

总病死率均明显增加。这项研究使普遍的抗心律失常类西药的
安全性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临床应用受到限制。因此，寻求疗

试验评价方法的建议[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998,26(6):405-413

效确切、不良反应较少、不增加病死率的抗心律失常类药物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nary report: Effect of encainide and flecainide on mortality in a randomized trial

中医络病学认为[4]，心律失常的主要病机为气阴两虚、络
虚不荣、络脉瘀阻，络虚不荣与心脏传导系统和自主神经功能

321(6):406-412

异常具有内在相关性。稳心颗粒主要由党参、黄精、三七、琥
珀、甘松 5 味药组成。方中党参、黄精益气养阴以治发病之本，

[5]崔长宗.稳心颗粒对家兔左心室内外膜电生理特性的影响[J].世界中医药,

配三七、甘松、琥珀以理气活血、安神定悸，诸药共奏益气养
阴、定悸复脉、活血化瘀之功效[5]。在药理试验中发现[6]其具

[6]路永平,郭继鸿.稳心颗粒治疗心律失常机理探讨[J].光明中医,2009,24

有调节心脏多离子通道作用，具有广谱的抗心律失常疗效，同
时还减少了一般抗心律失常药物导致心律失常的副作用。同时

[7]陈莉,李建军.步长稳心颗粒对急性心肌梗死心率变异影响的初步观察[J].

现代有临床试验[7]表明，步长稳心颗粒可使副交感神经活力增
强，使心室颤动阈值提高，防止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另外，

[8]闫维琢,王家标.步长稳心颗粒治疗心律失常的疗效观察[J].现代中西医结

步长稳心颗粒对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致的心律失常亦有一定

[2]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心血管药物对策专题组.心血管药物临床
[3]The Cardiac Arrhythmia Supperssion Trial (CAST) Investigators. Prelimiof arrhythmia suppression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J]. N Engl J Med, 1998,
[4]吴以岭.络病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281-283
2007,2(5):304-305
(10):1978-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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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治疗效果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P by different methods
农绍学
（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697+.33

河池，547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14-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方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取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就诊于我
院的慢性前列腺炎 300 例进行研究并随机分为物理治疗组、药物治疗组以及综合治疗三组，每组 100 例。其中，物理治疗组采用
微波疗法进行治疗；药物治疗组给予患者肛纳前列安栓、抗生素以及中药方剂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而综合治疗组则在物理和药
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心理治疗，并结合前列腺治疗仪以及坐浴等中西医方法进行综合治疗，对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
标进行评分，比较三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患者的满意度。结果：治疗后，综合治疗组各项指标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其他两组，经
分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并且，综合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8.00%，患者满意度为 99.00%，明显高于其他两组，
数据分析发现其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综合治疗应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疗效确切，患者满意度高，值得在临床
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综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methods on treating chronic prostatitis (CP). Methods: 300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December 2010 to December 2012 in our hospital.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Among them, the physical therap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icrowave therapy. The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qianlieanshuan, given antibiotics and Chinese Herbs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And the combined therap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roper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physical and medicine treatment. And combined with prostate treatment and sitz
for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Scored the three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situation of indicators of the combined therap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which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combined therapy group was 98.00%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99.00%.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which d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oo (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combined therap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rostatitis is efficacy and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 to use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CP;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06
慢性前列腺炎（Chronic Prostatitis，CP）是一种影响男性
健康的一个常见疾病，其临床发病率较高，多发于 20～50 岁

的优越性，现报告如下。
1

的青壮年 [1] 。由于其病因复杂，迁延多变，并且受生活环境
影响，因而目前临床对该病的发病机理还不是十分了解，也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无特效药物治疗。近年来，许多临床研究表明，任何单一的

选取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就诊于我院的慢性

疗法用于治疗本病，其疗效均不甚理想，因而目前寻找一种

前列腺炎 3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为物理治疗组、药物治

有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方法显得尤为重要重要。相关

疗组以及综合治疗三组，每组 100 例，所有患者均为男性，均

的研究证实 ，适当的中西医结合综合疗法对治疗本病具有

符合慢性前列腺炎的诊断标准[3]。其基本资料见表 1，可见，

一定的优势。因此，本文通过对不同方法用于治疗慢性前列

三组患者在年龄、病程以及患病情况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

腺炎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探讨，发现综合治疗疗效具有一定

（P>0.05）
，具有可比性。

[2]

表 1 三组患者基本情况
患病情况（例）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年）

细菌性前列腺炎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物理治疗

100

42.1±8.9

2.8±0.5

65

35

药物治疗

100

42.3±8.7

2.6±0.8

62

38

综合治疗

100

41.9±8.5

3.1±0.7

68

32

1.2 治疗方法
物理治疗组患者应用微波疗法进行治疗[4]；而药物治疗组

患者则每晚给予肛纳前列安栓 1 粒，并予抗生素进行治疗，4
粒/次，1 次/d，同时服用中药方剂加减治疗，1 剂/d，早晚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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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 次，服用半个月，其方剂组成为：丹皮 10g，丹参 15g，知

列腺液有不同程度改善；③有效：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部分缓

母 10g，怀山药 10g，泽泻 10g，茯苓 10g，赤芍 12g，黄柏 10g，

解，前列腺功能有所改善；④无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以及

生熟 10g 地，牛膝 10g。加减：遗精早泄者加芡实 12g，煅龙骨

前列腺功能无改善，甚至恶化。总有效率=[（治愈＋显效＋有

15g，金樱子 15g；失眠多梦加枣仁 18g，远志 10g，石菖蒲 10g；

效）/总例数]×100%。

腰骶酸楚加桑寄生 15g，川断 15g，杜仲 15g。而综合治疗组则

1.4 统计学方法

在物理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心理治疗，如给予患者

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治疗前后及组

心理指导，减轻其心理压力及负担，增强患者的信心及勇气，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显著

并加强体育锻炼等，并结合前列腺治疗仪以及坐浴等中西医方

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法进行综合治疗。治疗后，对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进

2

行评分，比较三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患者的满意度。

结

果

2.1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指标评分

1.3 疗效评价
根据相关文献报道，本次研究对两种治疗方法的评价可分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各个指标评分均无明显差异，治疗后，

为四个层次，①治愈：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前列

综合治疗组患者各项指标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其他两组，经分

腺功能恢复正常；②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明显消失，前

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见表 2。

表 2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指标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疼痛不适

排尿症状

生活质量

总体评分

物理治疗

100

4.8±0.5

2.8±0.2

2.9±0.8

12.1±1.5

药物治疗

100

5.2±0.6

3.1±0.3

3.3±0.5

13.8±1.8

综合治疗

100

6.9±0.8

5.6±0.7

6.5±0.7

24.3±2.1

2.2 三种方法临床疗效比较

他两组，数据分析发现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

结果显示，综合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8.00%，明显高于其

表 3。

表 3 三种方法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物理治疗

100

21（21.00）

26（26.00）

35（35.00）

18（18.00）

82（82.00）

药物治疗

100

27（27.00）

31（31.00）

32（32.00）

10（10.00）

90（90.00）

综合治疗

100

61（61.00）

29（29.00）

8（8.00）

2（2.00）

98（98.00）

2.3 三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其他两组，数据分析发现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

结果显示，综合治疗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99.00%，明显高于

见表 4。

表 4 三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n（%）]

3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例）

满意（例）

一般（例）

差（例）

总满意（例/%）

物理治疗

100

45

23

12

20

80（80.00）

药物治疗

100

52

23

15

10

90（90.00）

综合治疗

100

72

15

12

1

99（99.00）

讨

论

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成人常见疾病，其多因炎症性细胞浸润，
刺激周围神经引起腺体周围肌肉保护性痉挛，从而导致局部疼痛，
给很多患者的生理和精神心理状态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目前尚
无特殊治疗方法，但临床证明，单一药物或单一疗法的治疗疗效
均不理想，因而，综合治疗成了当今研究的热点[5]。本研究所采
用的综合疗法，其中的微波治疗可以有效地促进患者前列腺组织
的血液循环及血管扩张，以便于治疗药物能更好地渗透到前列腺
内部，从而达到有效浓度；药物治疗则是治疗本病的关键，其具
有较高的抑菌或杀菌作用，可有效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同时，慢
性前列腺炎在中医大多辨证为下焦湿热，因为结合一定的中药方
剂治疗可以大大地提高疗效，而心理治疗则可减少患者的负面情

参考文献：
[1]杨欣.慢性前列腺炎药物治疗的若干问题[J].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08,10(12):121-122
[2]刘晓辉,毕玉东,王东.慢性前列腺炎联合用药探讨 210 例[J].中外医学研究,
2011,2(9):84.
[3]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幔性前列腺炎中西医结合诊疗指
南[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27(11):1055-1056
[4]郭明涛,徐飞,肖波.体外高频加抗生素治疗慢性前列腺炎[J].现代泌尿外
科杂志,2008,13(4):74
[5]甘文.综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疗效观察[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7,7(7):
1511-1512

绪，增加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三者综合治疗疗效非常显著。本研
究也进一步证明，该综合治疗应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疗效确
切，患者满意度高，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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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刺合并氯米帕明治疗强迫症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OCD by penetration needling
method plus chlorimipramine
周鸿鹏 郝 文 阎加民
（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山东 淄博，2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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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透刺治疗强迫症的临床疗效。方法：60 例强迫症患者分为两组，氯米帕明组（对照组）及透刺治疗
加氯米帕明组（治疗组）各 30 例。采用 Yale-Brown 强迫症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
、副反
应量表（TESS）临床疗效评定标准，分别评定疗效和副反应。结果：对照组痊愈率为 26.7%，显效率为 56.6%。治疗组痊愈率为
43.3%，显效率为 76.7%。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73.33%，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6.67%。两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透刺加小剂量氯米帕明疗效好于氯米帕明。提示透刺治疗的疗效肯定，副作用小，
安全性好。
【关键词】 强迫症；中西医结合疗法；透刺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penetration needling method on treating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CD). Methods: 6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chlorimipramine group (control group) and a penetration needling
method plus chorimipramine group (treated group),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ir therapeutic effect and adverse effects were evaluated with
Y-BOCS, HAMD, BPRS and TES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cured rate and the markedly effective rate were 26.7% and 56.6% in control
group and 43.3% and 76.7% in treated group, respectively, the treated group being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dverse reactive rate
was 73.33% in control group and 46.67% in the treated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penetration needling method plus chlorimipramine is better than chlorimipramine only.
【Keywords】 OCD;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Penetration needling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07
强迫症是以反复出现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为基本特征的

例，男 17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29.90±12.80）岁；平均

一类神经症性障碍。长期以来一致认为强迫症治疗困难，目前

病程 66 个月；Y-BOCS 为（26.10±5.69）分，Y-BOCS 强迫思

强迫症的治疗主要为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为主。中医理论认为

维分量表（14.87±2.70）分，Y-BOCS 强迫行为分量表（11.23

强迫症属于情志疾病的范畴，情志致病，临床上以心、肝、脾

±4.74）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18.50±3.88）分，

等较为多见。中医认为，心主神志，心所主的神志是指人们的

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
（30.70±3.35）分。透刺加氯米帕明

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国外报道强迫症的一般人群患病率为

组（治疗组）30 例，男 19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28.73±

2%。针灸治疗强迫症的报道不多，采用透刺治疗强迫症的报道

12.87）岁；平均病程 65 个月；Y-BOCS 为（26.63±5.11）分，

更少。为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我们对透刺配合小剂量氯米帕

Y-BOCS 强迫思维分量表（14.77±2.59）分，Y-BOCS 强迫行

明治疗强迫症的疗效作了临床对照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为分量表（11.87±4.47）分，HAMD（18.93±6.71）分，BPRS

1

临床资料

1.1 入组标准
年龄 16～65 岁，男女不限，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第 3 版（CCMD-3）强迫症的诊断标准[1]，Yale-Brown
强迫症量表（Y-BOCS）总分≥16 分，至少持续 3 个月病程。
获得患者知情同意。
1.2 一般资料
共纳人我院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9 月住院及门诊强迫症

（30.37±4.02）分。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的年龄、病程及治疗前疾病严重程度
（BPRS 总分、HAMD 总分、Y-BOCS 强迫思维分、Y-BOCS
强迫行为分等）等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具有可比性。
2

治疗及观察方法

2.1 试验设计
入选的每位患者按序号随机分配进入研究，对照组与治疗
组按区组随机表 1∶1 分配。参加研究者 Y-BOCS 评定一致率

患者 60 例，其中住院 38 例，门诊 22 例。男 34 例，女 26 例；

为 83%～100%，平均 94%。

文化程度大学 19 例，高中 25 例，初中 12 例，小学 4 例；年

2.2 药物剂量、操作方法及疗程

龄 16～63 岁，平均（28±11）岁。氯米帕明组（对照组）30

对照组第 1 周 50mg/d，第 2 周 100mg/d，第 3～8 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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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对药物的耐受情况可增至 125～200mg/d，每日分中晚 2

周末进行。比较两组 Y-BOCS 减分平均值、痊愈率、显效率、

次口服。治疗组第 1 周氯米帕明为 50mg/d，第 2～8 周根据患

有效率、Y-BOCS 强迫思维总分和强迫动作总分、HAMD、BPRS

者症状的改善情况可增至 75～100mg/d，每日分中晚 2 次口服。

减分平均值。

同时采用透刺进行治疗。选用 30 号 2 寸毫针，各穴常规消毒。

2.4 数据分析与统计学处理

四神聪透百会：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各旁开 1 寸处分别进

采用意向性分析方法（ITT）分析疗效。一般资料的比较

针，待得气后沿皮刺向百会穴，令四针尖相碰；神庭透上星：

用 t 检验、相关样本 t 检验、x2 检验等方法。应用 SPSS19.0 统

于神庭穴处进针，得气后沿皮刺向上星穴；风池透风池：从一

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脱落病例不计疗效分析，但计入安全

侧风池穴斜刺进针平行刺向对侧风池穴；合谷透劳宫：先直刺

性评定分析。

合谷穴，令得气，使针感达于食指后再刺向劳宫穴，深至第三
掌骨尺侧缘，使针感达于无名指；太冲透涌泉：先直刺太冲 0.5
寸许，令得气，使针感达于足大趾，后将针尖提至皮下，再斜

3

治疗结果

3.1 两组疗效比较
对照组痊愈率为 26.7%，显效率为 56，6%，总有效率为

刺向涌泉穴，针尖抵至涌泉穴皮下；内关透外关：先直刺内关，
得气后直刺向外关，针尖抵外关穴皮下即可；丘墟透照海：从

83.3%。治疗组痊愈率为 43.3%，显效率为 76.7%，总有效率为

丘墟穴处进针，得气后对准足内躁下，刺向照海穴，针尖抵至

93.3%。两组患者的痊愈率、显效率、总有效率的差异均无显

照海穴皮下即可。以上各穴均留针 30min。隔日 1 次，10 次 1

著性（P>0.05）
。
3.2 治疗前后两组 Y-BOCS 平均分比较

[2]

个疗程，每疗程间休息 2d 。

两组患者从治疗后第 2 周末起 Y-BOCS 平均分与本组治

2.3 疗效及安全性评定
采用 Y-BOCS 评定疗效，减分率≥75%计为痊愈，≥50%

疗前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P<0.01），提示在治疗后第 2 周

计为显效，≥35%计为有效。采用治疗中需处理的副反应量表

末两组已有疗效。两组患者 Y-BOCS 评分从治疗第 4 周末起

（TESS）记录不良反应，安全性评定包括常规不良反应及生命

差异有显著性（P<0.05），第 6 周末起 Y-BOCS 评分的差异

体征两方面内容。疗效和安全性评定在治疗第 1、2、4、6、8

有显著性（P<0.01），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在治疗的不同时点 Y-BOCS 平均分比较
组别

例数
30

对照组

26.10±5.69

30

治疗组

治疗第 1 周末

治疗前

24.30±5.59

26.63±5.11

*

第 2 周末

24.13±4.68

△

第 4 周末

20.40±4.81

﹡

18.63±5.26

﹡

16.70±4.50
13.80±4.83

第 6 周末
﹡

﹡△

13.87±3.80
10.60±4.09

﹡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1；与对照组同一时段比较， P<0.05，

P<0.01。

3.3 治疗后两组各量表评分及减分值比较

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P<0.05）。提示透刺加氯米帕明有良好

治疗后 Y-BOCS 强迫动作评分、BPRS 评分两组间差异均

的效果，见表 2。

无显著性（P>0.05）
，而在 Y-BOCS 强迫思维、HAMD 量表上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后各量表减分值的比较
Y-BOCS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30

7.87±3.22

治疗组

30

9.93±3.47

强迫思维分

强迫动作分

﹡

HAMD

BPRS

6.43±3.95

12.37±3.62

8.57±4.57

15.50±7.17

﹡

10.50±3.51
10.80±3.98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4 两组氯米帕明用量比较
在整个疗程中，对照组平均应用氯米帕明的总量为
（6686.67±1367.33）mg，治疗组平均应用氯米帕明的总量为
（3883.13±1551.66）mg；对照组平均每天氯米帕明用量为
（119.40±24.42）mg，治疗组平均每天氯米帕明用量为（69.34

显著性（P<0.05）。从上述效果看，治疗组的副作用比对照组
小，安全性更好。
4

讨

论

强迫症是以强迫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神经症。强迫

±27.71）mg；两组间差异均有显著性（P 均<0.01）
。

症的特点是有意识的强迫和反强迫并存，两者强烈冲突使患者

3.5 安全性分析

感到焦虑和痛苦；患者体验到观念和冲动系来源于自我，但违

对照组 30 例中 22 例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73.33%。不

反自己意愿，想极力抵抗又无法控制，患者也意识到强迫症状

良反应的主要症状为便秘（50.0%）
、视力模糊（10.0%）
、头晕

的异常性，却无法摆脱[3]。研究表明，多数此症的病理涉及大

（6.67%）等，不良反应与药物相关的可能性≥50%（TESS-

脑皮质与皮质下结构联系异常及 5-羟色氨和去甲肾上腺素系

Ⅱ≥3）
。治疗组 30 例中 14 例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6.67%。

统活性下降有关。西药治疗本病虽有一定疗效，但长期服用易

不良反应的主要症状为便秘（20.2%）
、口干（6.67%）
、视力模

具成瘾性，且出现精神不振、胃肠刺激、记忆力减退等不良反

糊（3.33%）、头痛（3.33%）等。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有

应。本病属中医学“烦躁”
、
“惊恐”
、
“脏燥”的范畴。中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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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为精神强迫症属癫证。此病病因多由思虑太过，所愿不遂，以

本研究中，治疗组痊愈率为 43.3%，显效率为 76.7%，总

致肝失条达，心脾受损，心虚神耗，脾失健运，神无所养，痰

有效率为 93.3%，两组患者从治疗的第 4 周末起 Y-BOCS 评分

涎内生，蒙蔽心窍，神明失常，发为本证。其病变涉及到肝、

的差异有显著性（P<0.05）
，第 6 周末起 Y-BOCS 评分的差异

胆、心、脾、脑。百会、上星、神庭皆属督脉，督脉上行入络

有极显著性（P<0.01）
，证实了透刺的有效性。

脑，下行联络心肾；合谷所属为手阳明大肠经，脉气通于肺、

氯米帕明治疗强迫症的金标准[5]，在本研究中也证实了这

胃，经络上达于头；劳宫、内关归属手厥阴心包经；太冲所属

一点。对照组痊愈率为 26.7%，显效率为 56.6%，总有效率为

足厥阴经，本脏为肝，脉气通于肺、胃、胆；涌泉、照海所属

83.3%，与国内外研究的疗效相似。氯米帕明的副反应较大，

足少阴经，本脏为肾，脉气通于心、肝、肺；外关属手少阳三

国内外研究的结论也是相似的。采用低量的氯米帕明加透刺调

焦经，络心包；丘墟、风池归足少阳经，本腑为胆，络肝，其

控法，不但可提高疗效，还可减少药物的副反应。

[4]

经别“上贯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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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窍活血汤加减治疗颜面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the facial PHN with
the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来建明 1 吴宇红 2
（1.河南省内黄县人民医院，河南 内黄，456300；2.河南省内黄县城关镇卫生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752.1+2

文献标识码：A

内黄，4563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18-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评价通窍活血汤加减治疗颜面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PHN）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36 例颜面部 PHN
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 18 例和对照组 18 例，对照组予口服甲钴胺、维生素 B1 片、卡马西平片、元胡止痛片等口服治疗，试验组采
用通窍活血汤加减治疗，7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对其临床疗效进行对比与统计学分析。结果：对照组有效率 66.7%，疼痛好
转平均天数为（9.5±3.6）d；试验组有效率 88.9%，疼痛好转平均天数为（5.5±4.3）d。两组有效率及疼痛好转天数比较均有显
著性差异（P<0.05）
，试验组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对照组 3 例有食欲不振、恶心，停药后恢复，1 例出现药疹，应用抗过敏药物
后好转。结论：通窍活血汤加减治疗颜面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安全有效。
【关键词】 颜面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通窍活血汤加减；活血化瘀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the facial PHN with the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Methods: 36
case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as mecobalamin,
vitaminB1, carbamazepine, Yuanhu Zhitong tablets.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7 days for a
course of treatment. After 2 weeks, estim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66.7% and average number of days of
pain improved was (9.5±3.6)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8.9% and average number of
days of pain improved was (5.5±4.3).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more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the pain and
shortened the recovery time. Clinical efficacy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Experimental group did not appear significant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3 patients had loss of appetite, nausea, reversible on medicine discontinuation, 1 case of medicine eruption,
improve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allergy medication.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is good on treating the facial
PHN; there are no toxic side effects.
【Keywords】 Face; PHN;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Huoxue Hu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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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Postherpetic Neuralgia，PHN）是带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状疱疹常见的后遗症，它属于一种独立疾病，指带状疱疹皮损

组别

n

痊愈

愈合后疼痛持续 1 个月以上的慢性神经痛综合征[1]，此时疱疹已

治疗组

18

11

3

2

2

88.90

消退，但受侵犯的神经分布区域仍有持续剧烈疼痛，可持续数

对照组

18

6

4

2

6

66.70

月或数年以至数十年不等[2]，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些患
者因为疼痛而出现抑郁、焦虑，甚至丧失生活信心。西医认为，
发生 PHN 的主要原因是：①周围神经损伤依据神经损伤后传导
[3]

异常；②与丘脑的功能改变有关；③与精神因素有关 。中医学
认为，本病病机是气血瘀滞经络，不通则痛，因此“瘀”是产
生 PHN 的主要原因。目前治疗 PHN 的方法有止痛、营养神经、
抗精神疾患等药物和理疗、针灸等。本研究采用通窍活血汤加
减治疗 PHN，取得了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2.2 不良反应
对照组有 3 例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停药后恢复；1 例出
现药疹，停药并应用抗过敏药物后好转。试验组未出现明显不
良反应。
3

讨

论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aricella-zoster Virus，VZV）具有嗜
神经和皮肤的特性，通过逆行侵入感觉神经末梢并持久潜伏于

临床资料

神经节内，当机体免疫功能下降或神经功能出现障碍时，VZV

1.1 一般资料

开始在神经节内繁殖，引发神经节炎症反应，导致该神经节的

选取门诊和病房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9 月收治的 36 例
颜面部 PHN 患者，符合 PHN 的诊断标准；实验室检查血常规、
肝肾功能正常，无其他严重疾病；同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
①对所用药物过敏者；②严重胃病者；③应用其他治疗本病药
物者；④中途退出试验者。其中男 19 例，女 17 例；年龄 45～
75 岁，平均 61.5 岁；病程 1～5 个月，平均 2.8 个月。用随机
量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试验组 18 例，男 10 例，女 8 例；对
照组 18 例，男 9 例，女 9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P 均>0.05）
。
1.2 治疗方法
试验组采用通窍活血汤加减治疗，组方：麝香 0.15g（包
煎）
，桃仁 9g，红花 8g，归尾 12g，赤芍 12g，三棱 9g，莪术
9g，地龙 12g，元胡 12g，老葱 3 根，水煎内服，1 剂/d，分 2
次服；
对照组予口服甲钴胺片 0.5mg，
3 次/d，
维生素 B1 片 20mg，
3 次/d，卡马西平片 0.2g，3 次/d，元胡止痛片 4 片，3 次/d，
7d 为 1 个疗程，观察 2 个疗程。治疗期间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避免劳累，注意休息。观察患者用药后疗效，不良反应，疼痛
缓解程度和好转天数，并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
1.3 疗效判定标准
采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
法评定疗效[4]：VAS：0～2 分为治愈，3～4 分为显效，5～6 分
为有效，大于 7 分为无效。总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
/总例数]×100%。同时统计两组患者疼痛好转平均天数。
1.4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组间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卡方检验，P<0.05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后两组 VAS 均出现降低，试验组平均得分为（2.2±

感觉神经分布区产生疼痛，部分患者可发展成为 PHN[5]。而在
带状疱疹发病中，侵及三叉神经的占 16.3%[6]，发病率较高，
疼痛较为剧烈。在早期通过积极有效地治疗多数患者可以痊
愈，而失治误治往往会导致 PHN。中医将本病称之为 “蛇丹
痛”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谓：
“盖久痛必入于络，络中
气血，虚实寒热，稍有留邪，皆能致痛。
” 血行不畅，瘀阻经
络，不通则痛。老年人正气亏虚，免疫力下降，神经损伤后修
复较缓慢，因而疼痛持久难愈，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而通窍活
血汤源自《医林改错》，原为治疗偏头痛、头面淤血之经典方
剂，现用以治疗颜面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深得“通则不痛”
之法，方中麝香芳香走窜，通行十二经，开通诸窍，和血通络，
可行血中之瘀滞，开经络之壅遏；桃仁、红花、赤芍、川芎、
归尾活血消瘀，推陈致新；三棱、莪术配伍应用可破血化瘀，
为化瘀血之要药；地龙祛络中瘀滞，元胡行气止痛，姜、枣为
佐，调和营卫，通利血脉；老葱为使，通阳入络。诸药合用，
共奏行气活血通窍之功，气血运行通畅则瘀滞通，通则不痛，
遗痛自除。
本研究表明，通窍活血汤加减治疗颜面部 PHN 既有利于
恢复受损的神经功能，缓解疼痛，缩短治疗时间，又有利于提
高机体免疫力，是临床上治疗 PHN 安全有效的方法 。
参考文献：
[1]王侠生,廖康煌,杨国亮.皮肤病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295-303
[2]张青,张成虎,王素萍.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疗效观察
[J].陕西中医,2012,33(8):1053-1054
[3]薛志兴,樊碧发.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诊疗现状[J].中日友好医院院报,
2006,20(3):187-189
[4]朱月萍.顽固性眼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临床治疗及随访观察[J].中国疼痛
医学杂志,2003,9(3):134-137
[5]周昌龙,郑英,张引成.鞘内注射阿霉素后离断三叉神经治疗带状疱疹后疼

1.6），疼痛好转平均天数为（5.5±4.3）d；对照组平均得分为

痛[J].口腔医学,2008,28(10):535-536

（4.8±2.1）
，疼痛好转平均天数为（9.5±3.6）d，两组总有效

[6]李风鸣.眼科全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1382-1384

率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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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红生肌膏配合共鸣火花治疗糖尿病足溃疡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diabetic foot ulcers by Yuhong promoting
granulation ointment plus resonance spark treatment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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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玉红生肌膏配合共鸣火花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的临床疗效。方法：通过选取糖尿病足溃疡患者 102 例，
将其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采用玉红生肌膏（为本院自行研制中药制剂，主要成分为当归、白芷、甘草、紫草、麻油、血蝎、轻
粉、白蜡）
，配合共鸣火花治疗；对照组采用生理盐水＋胰岛素＋庆大霉素纱布湿敷治疗。两组基础治疗相同，饮食控制，均用胰
岛素或口服降糖药控制空腹血糖在 7.0mmol/L 以下，餐后血糖在 11.0mmol/L 以下，在血糖指标上无显著差异，分别治疗 14d，进
行疗效比较。结果：玉红生肌膏配合共鸣火花治疗糖尿病足溃疡，在改善糖尿病足疼痛、生肌、疗效等方面优于对照组。结论：
玉红生肌膏配合共鸣火花治疗糖尿病足溃疡，有加速创面愈合、增加治疗效果，为开发中西医结合治疗创新、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关键词】 玉红生肌膏；共鸣火花；治疗；糖尿病足溃疡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Yuhong promoting granulation ointment plus resonance spark
treatment instrument. Methods: Take the examples about 102 patients who suffuring from diabetic foot ulcers that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Yu Hong promoting ointment (made by our hospital, the main components are angelica
sinensis, angelica dahurica, liquorice, radix lithospermi, benne oil, resina draconis, mercurous chloride and insect wax) plus
resonance spark treatment instru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normal saline, insulinum and gentamicin applied by wet
gauze. Both take the similar basic cure; the diet balance is using insulinum or oral antidiabetic medicine to control blood sugar under
7.0mmol/L with empty stomach and under 11.0mmoL/L after meal. When there are not any obvious differences, they would be used
to treat for 14 days respectively and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s treat effect. Results: Using the method really makes more
advantages than the other on pain, promoting granulation, curative effect to improve the patients. Conclusion: This cure
strengthens the wound healing and treatment effect. And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s of creation and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combining integrative medicine.
【Keywords】 Yuhong promoting granulation ointment; Resonance spark treatment; Instrument treatment; Diabetic foot ulcer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09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常见和最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是
指因神经病变失去知觉和因缺血失去活力合并感染的足部，在
国内糖尿病患者中神经性溃疡较常见，占约 64%，缺血性糖尿
病足占约 36%[1]，糖尿病足高发病率和致残率已成为一个严重
问题据统计。在美国因为糖尿病足而截肢的病人占非外伤性截
肢的 50%以上，其中须行大腿截肢的占 30%[2]，给广大患者带
来极大的痛苦。因此，早期干预配合有效治疗，具有重要的临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治疗病例共 102 例，为 2011 年 4 月～2013 年 3 月，按照
年龄、病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 51 例，
男 27 例，女 24 例，年龄 40～79 岁，平均（63.10±5.37）岁；
对照组 51 例，男 25 例，女 26 例，年龄 43～80 岁，平均（65.30
±7.61）岁。糖尿病足损伤程度采用 Wagner 分级法分级，治疗

床意义。本研究通过应用玉红生肌膏，利用其活血祛腐、清热

组：1 级 5 例，2 级 23 例，3 级 15 例，4 级 8 例。5 级不在观

解毒、消炎镇痛、润肤生肌、杀菌[3]等作用；共鸣火花利用其

察范围。对照组：1 级 6 例，2 级 25 例，3 级 16 例，4 级 4 例。

独特的火花放电刺激，产生的火花放电，合成臭氧有抑菌、止

两组年龄、性别、病程、糖尿病足分级等情况经检验无统计学

痒镇痛，增强肌肉组织的张力，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肉芽

意义（P>0.05）
。

生长等作用[4]，两者配合同用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疗效显著，

1.2 治疗方法

现报告如下。

两组基础治疗相同，饮食控制，均用胰岛素或口服降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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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控制空腹血糖在 7.0mmol/L 以下，餐后血糖在 11.0mmol/L

14 次为 1 个疗程。共鸣火花治疗完毕后取适量玉红生肌膏

以下，常规清洗局部脓疡形成或破溃者，先予双氧水及生理

外敷患处。

盐水清洗创，并采用患肢适当抬高、足部保暖等辅助措施。

1.3 疗效判定标准[5]
根据 Wagner 分级下降情况及自觉症状改善程度评价疗效。

对照组：局部予生理盐水＋胰岛素＋庆大霉素纱布湿敷，2～
3 次/d，同时保持创面清洁、湿润。治疗组：根据病灶部位和

症状体征消失，创面愈合，结痂脱落为治愈；病变下降 2 级，

形态可选用适当的玻璃电极，设置有两种方法：移动法：将电

创口愈合>80%，自觉症状消失或症状不明显为显效；病变下

极放在皮肤上缓慢移动，电极与体表的距离以能产生火花放电

降 1 级，创口愈合 50%～80%，自觉症状明显减轻为有效；病

为度，玻璃电极与创面轻轻接触或距离 0.5～1.0mm。固定法：

变无改善为无效。

玻璃电极固定不移动，火花刺激治疗。根据病人主观感觉选

1.4 统计学处理

择火花强度有：弱剂量，电极与皮肤紧贴，火花细小或看不
到火花，患者有轻度弹击感。中等剂量，电极距皮肤 0.2～
1.0mm，火花较明显，患者有明显的麻痛感。强剂量，电极
与皮肤距离>1.0mm，火花很明显。治疗时间：移动法每次

计量资料以（
2

结

）表示，采用 x2 检验及 t 检验。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疼痛程度比较
见表 1。

治疗 8～15min，固定法每次治疗 5～10min，每日治疗 1 次，
表 1 治疗前后疼痛程度比较
组别

病例数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前疼痛

治疗后疼痛

++++

+++

++

+

++++

+++

++

+

51

12

23

11

5

51

10

21

13

7

0

2

10

39

4

13

18

16

注：治疗前后 P<0.05，组间比较 P<0.05。

2.2 两组新鲜肉芽生长时间比较

见表 2。

表 2 新鲜肉芽生长时间比较
组别

病例数

肉芽生长（3d）

肉芽生长（5d）

肉芽生长（7d）

肉芽生长（14d）

治疗组

51

6

10

15

20

对照组

51

1

7

14

29

注：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
，观察组新鲜肉芽生长时间明显快于对照组。

2.3 两组疗效比较

循环、改善局部组织营养代谢，促进肉芽生长，并且仪器使用

见表 3。

操作简单，病人容易接受。两者配合同用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疗

表 3 两组疗效比较（例）

效显著，为寻找一条新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的安

组别

病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51

5

30

16

0

对照组

51

0

14

37

0

注：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
。

3

讨

论

全、加速创面愈合等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沈雅舟,吴松华,邵福源.糖尿病慢性并发症[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9:288-290
[2]刘昌伟,刘暴.糖尿病足的外科治疗进展与评价[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糖尿病足是由于糖尿病患者因神经病变，而失去感觉或因
血管病变至缺血而丧失活动能力，合并感染所致的足部疾患，
是破溃面和感染形成恶性循环，治疗困难。玉红生肌膏具有“活

2006,26(10):764
[3]姜礼.生肌玉红膏治疗皮肤疮疡 118 例[J].中国中医药科技,2004,11(1):59
[4]王伟明,等.共鸣火花电疗治疗皮肤溃疡[J].基层医刊,1984(6):38-39

血祛腐、解毒消肿，生肌止痛”的安全、有效、经济并且无副

[5]龙彩霞,刘艳红.龙血竭胶囊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病人的临床研究[J].护理研

作用，无须辨证施治；而共鸣火花治疗是一项具有独特的火花

究,2009,23(4):893

放电刺激，这是其他高频电流所没有的特点，刺激时产生的火
花放电，使空气中的 O2 聚合成臭氧 3O2→2O3，O3 有抑菌、止
痒镇痛，治疗时不仅仪器内部的火花间隙中产生火花，而且电

作者简介：
罗丽华（1968-）
，女，护理学本科、副主任护师。

极与人体间也形成火花间隙，因此也有火花通过，对机体产生
火花和热等的刺激作用，增强肌肉组织的张力、改善局部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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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脑出血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王文智
（广西南宁市武鸣县中医医院，广西 武鸣，530100）
中图分类号：R743.34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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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效果，对高血压患者进行中药辨证分期，采用中西医结合手法治疗，在急性

期（发病 3d 内）
，稳定期（4d～2 周）
，恢复期（2～4 周）给予不同中药治疗，治疗取得满意结果。
【关键词】西医治疗；中医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in treating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by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CM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n hypertension patients, use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o give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of TCM in the acute phase
(within 3 days), stable (4 days～2 weeks), the recovery period (2～4 weeks), treatment with satisfactory results.
【Keywords】 Modern medicine; TCM;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0
高血压脑出血是临床上常见危急重症，具有高发病率、高

能、尿常规等情况。

致残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等特点。我们从 2009 年 1 月开

1.3.2 中医治疗

始，通过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期，运用中西医

1.3.2.1 急性期（发病 3d 内）

结合治疗，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现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30 例病例均为我科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的住
院患者，其中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37～78 岁，平均
56 岁；病程 2h～ld；按部位分类，基底节出血 21 例，脑室出
血 6 例，桥脑出血 3 例；按出血量分类，10ml 以下 8 例，10～
20ml 16 例，20ml 以上 6 例；按入院时意识分类，清醒 7 例，
意识朦胧 15 例，嗜睡 4 例，昏迷 4 例。所有病例均为不同意
手术治疗或为非手术适应症者。
1.2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各类

患者在此期症状主要为头痛，头晕，喉间痰鸣，大便秘
结，舌红苔黄腻，脉弦滑数。属痰热偏盛，阳亢风动。治则：
豁痰开窍，清热通腑。选用涤痰汤加减：胆南星 15g，竹茹 10g，
生大黄 10g（后入）
，茯苓 12g，枳实 10g，法夏 10g，石菖蒲
10g，生地 20g，天竺黄 10g，郁金 10g，陈皮 8g。1 剂/d，水
煎取汁分 2 次口服或鼻饲。
1.3.2.2 稳定期（4d～2 周）
症见头痛、头晕，偏身麻木无力或半身不遂，舌强语謇，
口舌歪斜，舌红苔黄腻，脉滑。属瘀阻脑络，风痰热未净。
治则：熄风清热，化痰通络。选用天麻钩藤饮加减：天麻
15g，钩藤 20g，栀子 15g，石决明 15g，夏枯草 12g，赤芍
10g，石菖蒲 10g，川芎 10g，郁金 10g，血竭 3g，牛膝 10g。

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1] ，均有高血压病史 1～12 年，并经

1 剂/d，水煎取汁分 2 次口服或鼻饲。

头颅 CT 检测证实为脑出血。

1.3.2.3 恢复期（2～4 周）

1.3 治疗方法
1.3.1 西医治疗
患者绝对卧床，保持安静；昏迷患者侧卧位，保持呼吸

症见半身不遂，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言语不利，神疲
乏力等。属气虚血瘀，脉络痹阻。治则：益气活血，化瘀通
络。选用补阳还五汤加减：黄芪 30g，红参 20g，赤芍 10g，

道通畅，定时翻身拍背；监测血压、呼吸、脉搏、体温等生

川芎 10g，桃仁 10g，红花 10g，路路通 15g，地龙 8g，生

命体征；在发病 6h 以后开始使用 20%甘露醇降颅压，每 6～

地 15g，牛膝 10g，全蝎 8g，蜈蚣 2 条。1 剂/d，水煎取汁

8h 快速静滴 1 次，视患者病情稳定情况逐渐减少甘露醇用

分 2 次口服。连续治疗 2～3 周。

量；在发病后 24h 内选用止血敏、巴曲亭氨、甲苯酸等止血

1.4 疗效标准

剂；早期可用硝酸甘油静脉推注，并口服降压药，使血压控

参照《脑血管病临床疗效评定标准》[2]，按照患者神经

制在 160/100mmHg 以预防血肿扩大；早期对患者使用奥美

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值的减少（功能改善）与生活能力状态（评

拉唑预防胃溃疡、胃出血的发生；酌情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定时的病残程度）评定。基本痊愈：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使用脱水剂或利尿剂时，应注意补钾，还要监测患者的肾功

减少 91%～100%，病残程度为 0 级。显著进步：神经功能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2 期

-23-

缺损程度评分减少 46%～90%，病残程度为 1～3 级。进步：

络，其发生机制主要在于肝阳化风，气血逆行，直冲犯脑[3]。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8%～45%。无变化：神经功能缺损

在临床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我们采取辨

程度评分减少 17%以下。恶化：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增加

病辨证分期论治。急性期以清热通腑，豁痰开窍为原则，选用

18%以上。死亡。总有效率为基本痊愈率+显著进步率+进步

涤痰汤为主方，方中大黄、枳实通腑泻热；胆南星、半夏、天

率。

竺黄、石菖蒲、郁金清热化痰开窍。稳定期以熄风清热，化痰

2

结

通络为原则，选用天麻钩藤饮为主方，方中天麻、钩藤、栀子、

果

石决明、夏枯草平肝熄风清热；石菖蒲、郁金化痰开窍；赤芍、

经以上治疗后，所有 30 例患者中，基本痊愈 6 例（20%），

川芎活血化瘀，行气开郁；血竭化瘀止血。恢复期以益气活血，

显著进步 16 例（53.33%），进步 5 例（16.67%），无效、恶

化瘀通络为原则，方选补阳还五汤为主方，方中黄芪、太子参

化或死亡 3 例（10%），总有效率 90%。

益气养血；生地黄、川芎、赤芍、桃仁、红花活血化瘀；牛膝、

3

小

地龙、路路通、全蝎、蜈蚣活血通络。

结

通过本临床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能更快地促进高血
现代研究表明，高血压脑出血因为是脑血管内发生变性的

小动脉直接溃破或者形成的动脉瘤破裂，激活患者血液中的凝

压脑出血患者血肿吸收，提高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程度，降低病
死率，提高治疗总有效率。

血酶原，产生大量的凝血酶，从而抑制了纤溶系统并产生大量
纤维蛋白，使全血呈高凝状态；同时患者颅内压也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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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流量减少，脑灌注压下降，使脑组织细胞局部缺血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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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本病属中医学“中风”范畴。中医学认为脑出血病位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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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术肠炎清丸治疗脾虚型溃疡性结肠炎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UC of Pixu type with
the Shenzhu Changyanqing pill
孙宏普
（河南省洛阳市第二中医院，河南 洛阳，471003）
中图分类号：R574.6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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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观察参术肠炎清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符合标准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即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20 例采取水杨酸柳氮磺胺吡啶（SASP）治疗，观察组采取参术肠炎清丸治疗，1 个月为 1 个疗
程，共观察治疗 3 个疗程，对两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 97.5%、75.0%，治疗组显
著优于对照组（P<0.05）
；对照组出现 7 例消化道反应、血细胞减少、皮疹等副作用，发生率为 35.0%。结论：参术肠炎清丸治疗
脾虚型溃疡性结肠炎远期疗效高，具有简便、安全、副作用少等优点，在临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参术肠炎清丸；溃疡性结肠炎；治疗；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henzhu Changyanqing pill in the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Methods:
60 cases of ulcerative col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2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ook salicylic acid sulfasalazine (SASP)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Shenzhu Changyanqing pill treatment, 1 month for
1 course and to observe for 3 courses. comparison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97.5%, 75%.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trol group
had 7 cases of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 cytopenia, rash and other side effects. The incidence rate was 35%. Conclusion: The cu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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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effect of Shenzhu Changyanqing pills o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is good,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safe,
fewer side effects,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henzhu Changyanqing pill; UC; Treatment;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1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又称慢性非特异
性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目前尚未查明病因的直肠、结肠炎症，
以腹泻、腹痛、粘液血便为主要临床表现。本病反复迁延，已

见表 2。
表 2 两组疗效比较 [n（%）]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现代难治病之一。我院肛肠科根据多年临
床经验及 UC 发病特点，自制中药浓缩丸治疗脾虚型溃疡性结
肠炎，收效满意，现介绍如下。
1

n

完全缓解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40

28（70.0）

11（27.5）

1（2.5）

97.5（97.5）

对照组

20

4（20.0）

11（55.0）

5（25.0）

75（75.0）

注：P<0.05。

资料与方法

2.3 安全性观察
两组临床不良反应比较，见表 3。

1.1 临床资料
60 病例均来自我院门诊和住院患者，纳入及排除标准
均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1] 中符合慢性溃疡

表 3 两组临床不良反应比较 [n（%）]

性结肠炎脾虚型诊断标准。男 42 例，女 18 例；年龄 32～68 岁，
平均 53 岁。随机分为观察组 40 例，对照组 20 例。两组患者年
龄、性别、病程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组别
治疗组

例数

男

年龄（岁）

n

治疗组

40

0（0）

0（0）

0（0）

0（0）

对照组

20

6（20.0）

2（1.0）

3（15.0）

7（35.0）

消化道反应

皮疹

白细胞减少

总反应

注：P<0.05。

3
性别（例）

组别

讨

论

病程（年）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炎症性肠病，其临床

女

治疗组

40

28

12

32～65

1～18

对照组

20

14

6

39～68

1～20

注：P>0.05。

特点为持续性或反复发作腹泻、腹痛、粘液血便等症状，中医
属泄泻范畴，认为感染邪毒等引起。因其病程日久，脾气易虚，
气血生化失源，故脾虚型泄泻常见。气虚则无力推动血行而致
血瘀加重。
《景岳全书》曰：
“凡人之气血犹源泉也，盛则流畅，

1.2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参照 2002 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 拟
定，符合脾虚证。主症：大便溏泻、腹部隐痛，粘液血便。舌
淡或有瘀斑，苔白或淡黄，脉细弱。次症：面色萎黄，身疲倦

少则瘀滞。故气血不虚不滞，虚则无有不滞者。”我们认为本
病气虚瘀滞是其重要病理表现。瘀血是 UC 发病过程的重要病
因，也是 UC 发作期的核心病理机制，更是 UC 复发的病根[3]。
我们采取中医健脾益气，活血祛毒之参术肠炎清丸治疗本

怠。

病，其中党参、白术、茯苓、淮山药、炒薏仁、车前子等组药

1.3 治疗方法

达到益气健脾利湿功效；蔻仁芳香化湿；丹参、元胡、益母草、

治疗组：服用参术肠炎清丸（由洛阳市第二中医院医院制

木香等理气活血化瘀；马齿苋有清热解毒，利水去湿，散血消

剂室提供，批号为：920508。其主要成分为：党参、白术、茯

肿作用，秦皮有清热燥湿等作用，据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秦皮煎

苓、淮山药、炒薏仁、车前子、马齿苋、秦皮、丹参、元胡、

剂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福氏痢疾杆菌、宋内氏痢疾

益母草、蔻仁、木香、甘草等中药）
，6g/次，3 次/d 温开水送服。

杆菌均有抑制作用；甘草调和诸药。参术肠炎清丸经我院多年

对照组：水杨酸柳氮磺胺吡啶 1g，1 次/d，温开水送服。
两组均 1 个月为 1 个疗程，共观察治疗 3 个疗程。

临床应用，未发现不良发应，具有临床安全性，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x2。
2

结

果

2.1 疗效判定标准
治疗 3 个疗程后评价疗效，分为完全缓解、有效和无效。
完全缓解指临床症状消失，结肠镜复查见肠黏膜大致正常；有
效指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结肠镜复查见肠黏膜轻度炎症或假性
息肉形成；无效指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内镜和病理检查结果均
无改善[2]。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
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129-134
[2]陈治水,危北海,张万岱,等.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05,13(2):133-136
[3]陈亮,闫成秋.溃疡性结肠炎瘀血状态的实验研究[J].中国肛肠病杂志,
2010,1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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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咽解毒方临床运用举隅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Liyan Jiedu recipe
张 红1 王 靖2
（1.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410007；2.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湖南 长沙，410007）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25-02

【摘 要】 目的：观察利咽解毒方治疗头颈部放疗所致急性口腔黏膜炎的临床效果。方法：给予患者利咽解毒方煎剂口服，
同时配合该方的片剂含服至放疗结束后 1 周。结果：接受治疗的患者急性口腔黏膜炎的评定结果明显好于预期，患者口稍干，粘
膜轻度充血，口腔轻度疼痛，可进干食。结论：利咽解毒方对于治疗头颈部放疗所致急性口腔黏膜炎有一定效果，值得临床使用。
【关键词】 鼻咽癌；急性口腔黏膜炎；利咽解毒方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Liyan Jiedu recipe on treating acute oral mucositis resulted from head
and neck radiotherapy.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Liyan Jiedu decoction plus the tablets of this recipe for 1 week after
radiotherapy. Results: The result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expected. Patient’s mouths were slightly dry, hyperemia was mild mucosal,
oral cavity with mild pain. Can feed dry foodstuffs. Conclusion: The Liyan Jiedu recipe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acute oral mucositi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cute oral mucositis; Liyan Jiedu recip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2
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是鼻咽癌患者放射治疗期间普遍

1 剂/d，从接受放疗前 3d 开始，每次分 6～8 次口服，同时配

存在的放射反应。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改进，鼻咽癌患者

合该方的片剂含服至放疗结束后 1 周。治疗效果：患者口稍干，

放射性口干及口腔黏膜反应程度虽均有所减轻，但发病率却无

粘膜轻度充血，口腔轻度疼痛，可进干食。

明显下降，且具有剂量依赖性，即累积剂量越高，唾液腺和口
腔黏膜的损伤程度也越重[1]，近几年来，笔者在临床实践中，
使用利咽解毒方治疗一些病证，疗效显著，现将笔者的临床验
案体会介绍如下。
1

临床验案

2

讨

论

为了使肿瘤放疗的潜在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近年来有加
大单次放疗剂量到患者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的趋势，如超分割
及加速超分割放疗。这些策略无疑会增加口腔并发症的发生。
目前，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已成为更大发挥放疗效能的制约因素

患者甲，男性，42 岁。因“反复涕血 2 月余，发现右

之一。鼻咽癌患者放疗后，唾液减少，唾液 pH 值明显下降，

上颈肿物 2 周”来我院就诊。患者的主要症状体征为涕血、

严重破坏了细菌生长的微环境，一些不宜在酸性环境下生长的

鼻咽部肿物和右上颈部肿大淋巴结。既往史：慢性肾小球肾

细菌受到明显抑制，另一些宜在酸性环境下生长的微生物（如

炎病史。家族史、药物过敏史等均无特殊。通过鼻咽镜病理

真菌等）得以大量繁殖，从而打破了人体口腔内的微生态平衡，

活检，鼻咽病灶确诊为鼻咽非角化性鳞癌（WHO 分型：Ⅱ

造成放射性口腔黏膜炎[2]。许多因素影响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

型）。免疫组化：P53（+），P63（+），CK-H（+），CK-L（+），

炎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鼻咽癌放疗后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

CK（+），CK5/6（+/-），CEA（-），CK7（-），TTF-1（-），

的轻重与分割剂量、方式、总剂量、放射野大小、射线种类、

肿瘤组织 EBERs（EBV-encoded RNAs，Epstein-Barr 病毒编

是否合并化疗及年龄等有关[3]。

码 RNAs）原位杂交：
（+）。病人的胸腹 CT、骨 ECT 等检查

利咽解毒方中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苦参、虎杖清热

均未见异常。诊断为：①鼻咽癌（T3N1M0，Ⅲ期）；②慢性

解毒；射干、薄荷解毒利咽；山茱萸收敛创面，组方应用符合

肾小球肾炎。

中医理论体系，贴近本病治疗实际，能起到清热解毒、养阴生

本患者一般情况较好，无放射治疗禁忌，故行放射治疗。

津之功，促进口咽黏膜的修复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另嘱患者饮

患者于 2012 年 10 月～12 月接受对鼻咽和颈部淋巴结病灶实施

食起居要有规律，注意调节情绪，不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多吃

的根治性放疗，其中原发灶（剂量 70Gy/35F）
、区域淋巴结转

蔬菜水果，调节脏腑功能，保持机体相对平衡，达到理想的疗

移灶（剂量 64Gy/32F）和颅底（8Gy/4F）。同期给予顺铂 qw

效。

×3 疗程化疗（3 个疗程后因毒性反应停止同期化疗）
。
患者于放疗全程中表现口干舌燥、并出现口舌黏膜溃烂、

参考文献：

无法吞咽进食、咽部疼痛、大便干结、食欲下降、倦怠乏力等

[1]邢志伟,江波,王晓光,等.肿瘤放射治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致放射性

症候。给予患者利咽解毒方：虎杖 30g，苦参 20g，生地 30g，

口腔炎的临床研究[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7,15(3):252-253

山茱萸 20g，射干 15g，薄荷 6g，水煎服，水煎成 2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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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脾肾气虚型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疗效分析
Effect analysis on treating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of
Pishen Qixu type in TCM
秦春红 1 付业洲 2
（1.河南焦作市人民医院，河南 焦作，454002；2.河南焦作电力医院，河南 焦作，4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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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中医治疗脾肾气虚型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疗效进行观察和分析。方法：选取中医内科 2008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期间诊治的 100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不同中药方剂的疗效。结果：治疗前后血肌酐、尿素氮及
24h 尿蛋白定量差值比较结果如表 1 所示，观察组治疗前后尿素氮差值、血肌酐差值与 24h 蛋白尿差值存在显著差异性，t=2.245，
2.309，2.866，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z=－3.520，P<0.001，提示采用加味二仙汤治疗方法对患者肾功能影响
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加味二仙汤治疗脾肾气虚型慢性肾小球肾炎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医；不同证型；慢性肾小球肾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TCM in treating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of Pishen Qixu type.
Methods: To select 100 cases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patients treated in TCM internal during January 2008 to January 201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TCM prescription.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serum creatinine,
blood urea nitrogen, and 24h urinary protein difference comparison results showed in Table 1,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lood creatinine
and urea nitrogen difference and 24h proteinuria differe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2.245，2.309，2.866，P<0.05.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z=－3.520, P<0.001. Modified Erxian
decoction has great effect on the ren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Modified Erxian decoction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of Pishen Qixu typ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Different syndromes;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3
慢性肾小球肾炎属于祖国医学“腰痛”
、
“淋证”等多种疾
病范畴，中医理论认为慢性肾小球肾炎是由于肾脏元气亏虚，
[1]

内外邪毒瘀阻肾络，肾体受损，肾用失司而致 。为观察和研
究中医治疗脾肾气虚型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疗效，笔者对本院

1.2 方法
对症治疗：调脂、降压，合并感染的患者，加用小剂量糖
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
观察组：方用加味二仙汤，黄芪 30g，丹参 20g，白茅根

100 例脾肾气虚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进行了不同药物治疗方

30g，五味子 12g，芡实 30g，金樱子 24g，玉米须 20g，生地

法的分组对照研究，现报道如下。

20g，淮山药 24g，黄精 24g，仙灵脾 10g，水煎服，1 剂/d，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中医内科 2008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期间诊治的

2 次服用，1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对照组：方用肾炎丹，茯苓 30g，熟地黄 20g，川芎 10g，
菟丝子 10g，杜仲 10g，金樱子 10g，丹参 20g，赤芍药 10g，
益母草 20g，大黄 6g，茵陈 20g，石韦 20g，车前子 20g，生甘

100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根据《2002

草 10g，芡实 10g 黄芪 40g，白术 20g。水煎服，1 剂/d，分 2

年中药新药治疗慢性肾炎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中医证候诊

次服用，1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断标准（参照 1986 年第二届全国中医肾病专题学术讨论会（南

1.3 疗效判定标准

京会议）通过的《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医辨证分型试行方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02 年制订的疗效判定标准：临

案》及 1996 年第十二届全国中医肾病学术讨论会（无锡会议）

床控制：尿常规检查尿蛋白转阴性，24h 尿蛋白定量正常，离

专题讨论稿修订）进行辨证分型，均为脾肾气虚型慢性肾小球

心尿镜检红细胞计数正常，肾功能正常；显著缓解：尿常规检

肾炎的确诊病例。观察组 50 例，其中男 23 例，女 27 例，年

查尿蛋白减少“++”以上，24h 尿蛋白定量减少超过 40%，镜

龄 16～72 岁，中位年龄（44±28.3）岁；对照组 50 例，其中

检尿中红细胞减少>3/HP，或减少“++”以上，持续 2 个月以

男 25 例，女 25 例，年龄 18～75 岁，中位年龄（46.5±24.5）

上，肾功能正常或基本正常；有效：尿常规检查尿蛋白减少“+”

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严重程度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以上，24h 尿蛋白定量减少低于 40%，镜检尿中红细胞减少

性，具有均衡可比性（t 检验，P>0.05）
。

<3/HP，或减少“+”以上，持续 2 个月以上，肾功能正常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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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无效：未达到上述指标者。

统计学意义。

1.4 统计学处理

表 1 治疗前后血肌酐、尿素氮及 24h 尿蛋白定量差值比较

采用 SPSS1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 t 检验，以 P<0.05 为有显著差异性，提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证型

尿素氮差值

血肌酐差值

24h 尿蛋白定量

观察组

2.82±0.76

7 1.96±18.28

0.53±0.22

对照组

1.59±0.64

4 2.57±26.03

0.36±0.14

2.2 两种治疗方法疗效比较

2.1 治疗前后血肌酐、尿素氮及 24h 尿蛋白定量比较
治疗前后血肌酐、尿素氮及 24h 尿蛋白定量差值比较结

不两种治疗方法疗效比较结果如表 2 所示，经等级资料两

果如表 1 所示，观察组治疗前后尿素氮差值、血肌酐差值与

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分析，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24h 蛋白尿差值存在显著差异性，t=2.245，2.309，2.866，

z＝－3.520，P<0.001，提示采用加味二仙汤的观察组疗效好于

P<0.05，提示观察组治疗方法对患者肾功能影响较大，具有

对照组。

表 2 两种治疗方法疗效比较

3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12

18

17

3

94

对照组

50

7

19

16

8

84

讨

论

z值

P值

－3.52

0

炎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方取加味二仙汤，方中

慢性肾小球肾炎中医辨证属于标实本虚，复感外邪之证，
标实乃瘀血内阻及水湿潴留，本虚为肺、脾、肾三脏之虚，尤
[2]

其以脾肾亏虚为主 。治疗上当益气固表，健脾利湿，补肾助
阳，活血化瘀，从而扶正固本，补虚祛实，补益脾肾[3]。在中
医理论中，慢性肾小球肾炎所引发的水肿、蛋白尿、虚劳、关
格等均属“精气下泄”的范畴。史良平，李志萃等从事临床工
作多年，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中医药治疗积累了大量经验。
他们授认为，慢性肾小球肾炎产生的多种症状，其主要原因在
于久病伤及脾肾之络，导致精微不能固摄而产生水肿、血尿、
蛋白尿，而血尿、蛋白尿作为湿浊之邪又会进一步伤及肾络而
使病症加重。因此，对于肾小球肾炎的理解关键是本虚标实之
证。故而对其治疗，应当从虚实夹杂，本虚标实的角度诊治。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中医治疗过程中，应注意辨证施治，要
密切观察肾脾二脏的相互联系，在蛋白尿的产生过程中，两脏
器作用密不可分，一损俱损，继而血瘀、水湿等病理产物也相
继出现并伴随肾小球肾炎发展过程的全程。他们认为应综合地
运用中医中药疗法，逐步改善患者肾功能，从而标本兼治。郝

黄芪性味甘温，归脾经，利水消肿，淮山归脾肾经，益肾补脾，
黄精补脾气，滋肾阴，金樱子脾肾双固，白茅根清热利尿，丹
参活血化瘀、仙灵脾温肾壮阳，生地清热凉血，滋阴生津，玉
米须消肿利尿，诸药合用，补肾健脾，活血化瘀，使脾气健运，
恢复肾气。治疗两个疗程后，患者的肾功能指标与治疗前差值
显著，可见，加味二仙汤治疗脾肾气虚型肾小球肾炎疗效确切，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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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42-43
[3]李振忠,武福增.中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 100 例[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
教,2011(9):81-82
[4]郝娜,林燕,杨洪涛.慢性肾小球肾炎中医辨证分型与肾脏病理类型相关性
研究概述[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1(7):105-106

作者简介：

［４］

娜，林燕等

对不同的慢性肾脏病患者进行了中医辨证治疗，

并与肾活检观察肾脏病理变化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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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痰降脂活血中药治疗高脂血症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hyperlipidemia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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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化痰降脂活血中药治疗高脂血症临床疗效。方法：将 120 例高脂血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60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组采用化痰降脂活血中药治疗，对照组采用辛伐他汀片口服治疗，比较两组治疗
的总有效率，统计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血脂各项指标和血液流变学指标。结果：两组患者有效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 TC、TG、LDL-C 较治疗前降低（P<0.05）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TG、LDL-C 降低明显（P<0.05）
，
两组患者治疗后 HDL-C 较治疗前升高（P<0.05）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升高明显（P<0.05）
；治疗组治疗后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与
治疗前比较明显改善（P<0.05），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用药期间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化痰降脂活血中药治疗高脂血症，疗效确切，并且安全性高，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化痰降脂活血；中药；高脂血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n treating hyperlipidemia with TCM Huatan Jiangzhi Huoxue recipe.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hyperlipidem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cases in each group,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general data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given TCM Huatan
Jiangzhi Huoxue recipe,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ook simvastatin table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lood lipid and blood rheology indexe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un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the total effici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fter treatment, TC, TG,
LDL-C of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G, LDL-C of the
treatment group decreased obviously (P<0.05), after treatment , HDL-C of the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increased (P<0.05), the treatment group
in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lood lipid and blood rheology indexes of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improved obviously (P<0.05)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erious adverse events occurred during the medication. Conclusion: It has the exact curative effect, and high
safety to treat hyperlipidemia with TCM Huatan Jiangzhi Huoxue recipe, it can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Huatan Jiangzhi Huoxue recipe; TCM; Hyperlipidem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脂血症的

例甘油三酯（TG）水平高于正常，7 例为混合型高脂血症；对

发病率逐年提高，血液中脂类成分增多是动脉粥样硬化主要的

照组男性 35 例，女性 25 例，年龄 35～70 岁，平均（46.7±6.2）

危险因素，而动脉粥样硬化是冠心病、缺血性或出血性脑血管

岁，体重 58～94kg，平均（68.8±11.9）kg，病史 2 个月～8

疾病的病变基础，因此，有效治疗高脂血症是防止动脉硬化形

年，平均（3.4±1.3）年，19 例为高 TC 血症，35 例为高 TG

[1]

成，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措施 ，2010 年 1 月～2012 年

血症，6 例为混合型高脂血症。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12 月期间，我院中医内科采用化痰降脂活血中药治疗高脂血

，具有可比性。
统计学意义（P>0.05）

症，临床疗效满意，现做详细介绍如下。

1.2 纳入标准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研究对象共 120 例，均为我院中医内科门诊就诊的高
脂血症患者，按数字随机法分为两组，每组 60 例，治疗组男

①符合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制订委员会在 2007 年
制订的标准[2]。②同意采用本研究提供的疗法进行全部疗程；
③治疗期间不同时服用影响血脂的其他药物。
1.3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西医诊断标准[2]。②孕期或哺乳期妇女；③同时

性 28 例，女性 32 例，年龄 33～68 岁，平均（45.6±5.6）岁，

应用其他影响血脂的药物。④半年内曾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体重 56～96kg，平均（69.2±12.1）kg，病史 1 个月～6 年，

或重大手术病史；⑤继发于其他疾病的高血脂患者。⑥伴有主

平均（3.2±1.5）年，21 例胆固醇（TC）水平高于正常，32

要脏器的严重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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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方法

升高值不少于 0.26mmol/L；有效：血脂检测符合以下任何一项：

1.4.1 治疗方法

TC 降低 10%～20%，TG 降低 20%～40%，HDL-C 升高 0.104～
0.26mmol/L。无效：血脂检测在有效标准之下。

两组患者均采用适当运功、低脂饮食治疗。对照组口服辛

1.4.4 统计学方法

伐他汀片（商品名：舒降之，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 H10970385），20mg，1 次/d，睡前服。治疗组不服

对两组高脂血症患者治疗前后数据均采用 SPSS19.0 版本

用西药，给予化痰降脂活血中药口服，药物组成：山楂 30g，

统计学软件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比

丹参 30g，红花 10g，三七 10g，茯苓 15g，黄芪 30g，白术 15g，

较采用 t 检验，以均数±标准差（

川芎 12g，泽泻 20g，灵芝 15g。以上中药由本院煎药室制备口

异有显著性。

服煎剂，每剂煎 2 次，每次加水 500ml，取汁 200ml，共 400ml，

2

早晚分 2 次温服。两组治疗 2 周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进行

结

）表示，以 P<0.05 为差

果

两组患者有效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见表 1；治

疗效评价。

疗后，两组患者 TC、TG、LDL-C 较治疗前降低（P<0.05）
，

1.4.2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检测两组患者血脂各项指标，包括 TC、TG、高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TG、LDL-C 降低明显（P<0.05）
，两组

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和血液流变

患者治疗后 HDL-C 较治疗前升高（P<0.05）
，与对照组比较治

学指标，治疗后测定患者肝肾功能，记录不良反应情况。

疗组升高明显（P<0.05）
，见表 2；治疗组治疗后血液流变学各

1.4.3 疗效判断标准[3]

项指标与治疗前比较明显改善（P<0.05），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用药期间均未出现严重不

临床控制：血脂恢复正常水平；显效：血脂检测符合以下

良反应。

任何一项：TC 降低不少于 20%，TG 降低不少于 40%，HDL-C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n

临床控制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60

8（13.3）

30（50.0）

13（21.7）

9（15.0）

51（85.0）*

对照组

60

7（11.7）

31（51.7）

11（18.3）

11（18.3）

49（81.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指标情况比较（n=60，

治疗组

对照组

，单位：mmol/L）

TC（L）

组别

TG

HDL-C

LDL-C

治疗前

6.35±1.31

3.26±1.19

0.94±0.18

4.31±1.09

治疗后

4.98±0.86*

1.19±0.45*#

1.71±0.39*#

2.78±0.79*#

治疗前

6.28±1.21

3.18±1.12

1.01±0.20

4.29±1.16

治疗后

5.01±0.89*

2.24±1.09*

1.20±0.28*

3.32±1.0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n=60，

）

血浆黏度（mPa.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组

治疗后

对照组

30（1/s）

150（1/s）

1.81±0.24

9.29±0.69

1.50±0.16

*#

3.98±0.44

*#

全血黏度（mPa.s）

红细胞压积（%）

纤维蛋白原（G/L）

5.31±0.66

47.12±4.58

3.90±0.56

4.21±0.45

*#

*#

40.96±3.78

3.31±0.44*#

治疗前

1.79±0.19

9.25±0.68

5.19±0.65

46.85±3.65

3.89±0.59

治疗后

1.73±0.17

5.27±0.65*

5.23±0.64

45.70±3.58

3.72±0.56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的有效措施，西药对于高脂血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长期用

心脑血管疾病在全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在我国人

药的不良反应及停药后血脂的反弹限制其应用，中药制剂对于

口死亡原因中居第一位，脂质代谢紊乱引起的高脂血症是心脑

高脂血症取得了一定疗效，张卫国等[5]采用薏苡仁丸剂用于高

血管疾病早期最主要因素[4]。高脂血症指的是检验指标中 TC

脂血症患者的治疗，疗效持久，血脂无反弹。于睿教授采用疏

和 TG 的升高，也是血液中脂蛋白代谢紊乱的表现，HDL-C 和

肝清脂颗粒对高血脂大白兔有着确切的疗效，临床控制率达

LDL-C 水平的增加或降低也反应人体脂质的代谢紊乱，心脑血

55.6%，虽然其研究尚处于实验阶段，但从临床控制率方面来

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情况与血液中 HDL-C 水平呈负相关，

看，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

而与 LDL-C 水平呈正相关。有效降低血液中 TC、TG、LDL-C

祖国医学认为高脂血症的病因是长期嗜食肥甘之品，导

水平，升高 HDL-C 水平是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

致脾胃功能失司，脾失健运，而痰浊内生，加之平素静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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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少，血脉运行不利，造成淤血阻滞，或工作生活压力大，思

实验方剂学杂志,2013,21(6):339-341

虑过度，伤及脾脏，致痰浊内阻，痰淤互结，阻滞血脉的运

[2]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制订联合委员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

行，而产生相关的症状，中医治疗应以化痰降脂活血为主，

南[J].中华心血管杂志,2007,35(5):390

[7]

本方中黄芪、白术具有健脾益气的功效 ，山楂、泽泻、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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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苓具有化痰、燥湿功效，丹参、红花、三七、川芎是中医最

社,2002:54-58, 80

常用的活血化瘀药，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山楂能加快血液中

[4]张书娜,钟栩.中医药治疗高脂血症的研究进展[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TC 的清除，同时能够血液中 HDL-C 水平，降低 LDL-C 水

2012,29(2):61-63

平 [8]。泽泻能够促进 TC 在血液中的运输和清除，灵芝通过

[5]张卫国,赵立军,邢燕.薏苡仁治疗高脂血症[J].中医杂志,2011,52(3):251

干扰脂质的转化过程而降低血脂水平，丹参能够促进脂类物

[6]何晓倩,于睿.于睿教授运用疏肝行气法治疗高脂血症经验[J].实用中医内

质在肝脏内的氧化，以上中药合用，能够起到化痰降脂活血

科杂志,2011,25(6):5-6

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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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eptic ulcer with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邓丽青
（陕西中医学院临床学院，陕西 咸阳，712046）
中图分类号：R573.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30-02

证型：IDGA

要】 目的：观察半夏泻心汤加减对消化性溃疡胃十二指肠黏膜的保护和修复作用。方法：将 90 例消化性溃疡患者随

机分为半夏泻心汤组和常规治疗组，半夏泻心汤组 45 例，常规治疗组 45 例。观察两组疗效。结果：半夏泻心汤组愈合率 77.77%，
常规治疗组愈合率 73.33%，两组愈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消化性溃疡治疗过程中，半夏泻心汤通过寒
热并用、补泻兼施起到综合调节的作用，进而促进溃疡愈合，复发率低，毒副作用小。
【关键词】 半夏泻心汤；消化性溃疡；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on and repair of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for peptic ulcer
gastroduodenal mucosal. Methods: 9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group and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45 cases for each group. Effect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healing rate of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group was 77.77%, and was
73.33% of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healing rates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plays a comprehensive regulating role, and thus promote ulcer
healing, has lower recurrence rate and medicine side effects.
【Keywords】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Peptic ulcer;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5
消化性溃疡是消化道常见病、多发病，呈全球性分布，
具有病程迁延、周期性发作的特点。消化性溃疡临床表现不

下。
1

资料与方法

一，典型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常伴有反酸、嗳气等消化道症
状，故属中医学“胃脘痛”、
“吞酸”等范畴。我们采用半夏
泻心汤加减治疗消化性溃疡取得较为显著的疗效，现报告如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6 月～2013 年 3 月西安市中医医院脾胃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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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及住院的消化性溃疡患者 90 例。
将 9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脾胃之气升降不及，临床出现胀满、纳呆等症；脾胃居中，脾

半夏泻心汤组 45 例，男 31 例，女 14 例，年龄 18～65 岁，病

胃气机升降失常，导致胆气上逆，则吐酸；脾胃气机升降失常

程 1～20 年；其中，胃溃疡 14 例，十二指肠溃疡 28 例，混合

郁积中焦，气郁则血滞，气血凝滞日久则血败肉腐，发为糜烂、

型溃疡 3 例。常规治疗组 45 例，男 32 例，女 13 例；年龄 17～

溃疡，临床表现为上腹部疼痛。消化性溃疡病程迁延，常表现

60 岁，病程 1～16 年；其中，胃溃疡 12 例，十二指肠溃疡 28

为虚实夹杂、寒热错杂之证。本病的病位在胃，与肝脾等有密

例，混合型溃疡 5 例。均有不同程度慢性、周期性或节律性上

切关系；病机为中焦气机升降失常。

腹部疼痛、反酸、嗳气，经电子胃镜探查后确诊符合《实用内

半夏泻心汤全方由 7 味药物组成，其中半夏、干姜辛开而

科学》消化性溃疡诊断标准[1]。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分

温，以散脾气之寒；黄芩、黄连苦泻而寒，以降胃气之热；人

布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参、甘草、大枣甘温调补，和脾胃，补中气，以复中焦升降功
能，此即辛开苦降、甘补之法[4]。本方寒热并用以和其阴阳，

1.2 治疗方法
1.2.1 半夏泻心汤组，药物组成：半夏、黄芩、黄连、干姜、

苦辛并用以顺其升降，补泻同施以调其虚实，使胃气得和，升

党参、白芨、蒲公英、元胡、炙甘草。1 剂/d，水煎 400ml，分

降复常。

2 次早晚温服。胃脘胀满者加厚朴、木香；吐酸甚者加煅瓦楞

黄芩、黄连、半夏、干姜，据现代药物研究，具有抗菌

子、吴茱萸；嗳气明显者加代赭石、旋覆花；恶心者加生姜。

消炎，止痛止呕的作用，而党参、炙甘草则有解除平滑肌痉

1.2.2 常规治疗组，给予口服雷贝拉唑（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

挛，缓急止痛，类激素之抗炎镇痛之效；黄连有较强的抗炎

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50228）10mg，2 次/d；幽门螺杆菌检

症及抗溃疡作用；半夏具有明显的胃肠电抑制作用，能使胃

测阳性者，兼口服克拉霉素（莱阳市江波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肠慢电波幅减少，周期延长，显著增加胃肠血流量 [5] 。元胡

国药准字 H20052746）0.5g，2 次/d、阿莫西林（昆明贝克诺

的主要成分生物碱，有抗溃疡、抑制胃酸分泌，降低游离酸

顿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53021880）1.0g，2 次/d，连服

度及总酸度的作用。甘草含有效成分生胃酮，可抑制胃蛋白

10d。

酶，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更新和粘液生成，保护胃黏膜，

两组疗程均以 6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禁用针对本病治
疗的其他药物，疗程结束后进行胃镜复查，以判定疗效。统计

防止 H+回漏，促进溃疡愈合 [6]；蒲公英能抑制多种杆菌、球
菌，对 Hp 也有抑制作用，蒲公英还有较强的疏肝利胆的作
用；白及对胃黏膜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溃疡抑制率可达

2

学方法采用 x 检验。

94.8%[7]。

1.3 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卫生部 1981 年推荐的《疾病治疗效果评定标准》[2]
治愈：症状完全消失，胃镜见溃疡面消失或瘢痕形成。有效：
症状完全消失或明显好转，经胃镜检查溃疡面缩小一半以上或

通过对两组病例进行观察，半夏泻心汤组愈合率 77.77%
略优于常规治疗组愈合率 73.33%，两组愈合率比较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总之，在消化性溃疡治疗过程中应用半夏
泻心汤寒热并用，补泻同施之配伍特点起到综合调节的作用，

溃疡进入愈合期。无效：达不到上述标准。

促进疾病康复。
2

结

果
参考文献：

两组病例均顺利完成治疗，中途无退出病例，依据《疾病
治疗效果评定标准》中的疗效评定标准对两组病例进行疗效评

[1]王伟.半夏泻心汤加减在消化性溃疡中应用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11,

定，具体见表 1，两组愈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6(27):159
[2]周天羽,周文学.中西医结合治疗胃溃疡的临床应用[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3

志,2008,3(11):675-676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无效

愈合率

半夏泻心汤组

45

35

8

2

77.77

常规治疗组

45

33

7

5

73.33

讨

论

消化性溃疡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目前公认是对
胃黏膜有损伤的攻击因子与防御因子之间失去平衡的结果。前
者主要是胃酸、胃蛋白酶、幽门螺旋杆菌、某些药物、胆酸、
烟酒等的作用；后者主要为胃黏膜血流、重碳酸氢盐的分泌、
黏膜屏障、前列腺素、非蛋白巯基、生长因子和上皮细胞的再

[3]姜惟.半夏泻心汤对慢性胃炎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大鼠 SOD、MDA 的影
响[J].天津中医药,2003,20(5):27
[4]姜惟.半夏泻心汤对慢性胃炎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影响[J].中国中医基
础医学杂志,2005,11(10):750
[5]赵琰.半夏泻心汤不同性味拆方对胃溃疡大鼠血清胃泌素的影响[J].上海
中医药杂志,2004,38(10):45
[6]陈辉.消化性溃疡的中医药治疗体会[J].中医临床研究,2012,4(10):90
[7]岑小龙.中西药合用治疗消化性溃疡疗效分析[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2,
28(6):451

生能力等自体因素的改变。
消化性溃疡属中医学“胃脘痛”、“吞酸”等范畴[3]。多因
外邪、饮食不节或情志不遂等所致，均影响脾胃之气机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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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膏镇痛抗炎作用的实验研究
Experimental study on analgesic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golden cream
李国春 1 黄新武 2
（1.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院，四川 泸州，646000；2.泸州医学院药学院，四川 泸州，646000）
中图分类号：R28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32-03

【摘 要】 目的：对医院制剂金黄膏进行镇痛抗炎的药效学研究。方法：采用热板法和扭体法进行镇痛试验；采用二甲苯所
致小鼠耳廓肿胀及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跖肿方法进行抗炎试验。结果：金黄膏能提高小鼠对热刺激的疼痛阈值，抑制醋酸所致的小
鼠疼痛；金黄膏也能明显抑制由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廓肿胀和角叉菜胶所致的大鼠足跖肿胀。结论：金黄膏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及抗炎作用。
【关键词】 金黄膏；镇痛；抗炎；药效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ti-inflammatory analgesic efficacy of hospital preparation golden cream. Methods: Using
hot-plate and writhing method to carry out analgesic test, using xylene-induced ear edema and carrageenan-induced rat paw edema methods
for anti-inflammatory test. Results: Golden cream can improve the mice to thermal stimulation pain threshold; suppress pain caused by
acetic acid in mice; golden cream also markedly inhibited by the xylene-induced mouse ear edema and carrageenan-induced rat paw edema.
Conclusion: Golden cream has a significant analgesic effect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Keywords】 Golden cream; Analgesic; Inflammation; Efficacy studi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6
GS-8402 型热板测痛仪，浙江宁海白石电子医药仪器厂制

金黄散为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所载方，由大黄、黄柏、

造。

姜黄、天南星、苍术等组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活血
化瘀等功效[1]。金黄散作为院内制剂以散剂的形式存在，使用前

2

必须加溶剂调配成膏剂，中药挥发油制成的外用制剂。笔者对

2.1 镇痛作用

院内制剂金黄膏进行了镇痛抗炎的药效学研究，现报道如下。
1

方法与结果

2.1.1 对热板致痛小鼠的镇痛作用：参照文献方法[2]，取健康昆

实验材料

明种雌性小鼠，实验前于热板测痛仪上，恒温（55±0.5）℃测
定痛阈值 3 次（以出现舔后足反应为观察指标，出现的时间为

1.1 药物

该鼠痛阈值）
，挑选 3 次平均痛阈值在 5～30s 内的小鼠 60 只，

金黄膏（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院制剂提供）；伤科灵（贵
州恒霸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110614）
。

随机将小鼠分为空白对照组、赋形剂对照组、阳性药伤科灵组、

1.2 动物

金黄膏大、中、小剂量组，每组 10 只。药前测两次痛阈值平

昆明种小鼠，体重 18～22g，SD 大鼠，体重 130～150g，

均后作为给药前痛阈值。各组小鼠两后足涂相应受试物 0.05ml/

清洁级标准，由泸州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足，金黄膏高中剂量组能显著提高小鼠痛阈值与空白对照组比

1.3 仪器

较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1）
。

表 1 金黄膏对小鼠痛阈值的影响（

）

组 别

动物数

空白对照组

10

剂量（g/kg）

给药前痛阈（s）

给药后痛阈（s）

20.57±3.52

19.45±4.67

赋形剂对照组

10

19.78±4.43

19.87±5.12

伤科灵组

10

2

18.92±5.42

36.37±5.32*

金黄膏高剂量组

10

2

18.54±3.81

38.79±4.64*

金黄膏中剂量组

10

1

19.12±3.14

35.24±3.57*

金黄膏低剂量组

10

0.5

19.42±3.03

24.59±4.38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

2.1.2 对醋酸致痛小鼠的镇痛作用：参照文献方法[2]，取小鼠 60

各组小鼠腹部涂相应受试物 0.05ml/只，1 次/d，共 3d。各组于

只，随机将小鼠分成 6 组（分组方式同 2，1.1）
，每组 10 只。

末次给药 30min 后，分别按 0.1ml/10g 体重腹腔注射 0.6%的醋

实验前 24h，用电动推剪剃去所有小鼠腹部面积约 4cm 的毛。

酸溶液，立即观察并记录 15min 内的扭体次数，并计算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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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阳性对照药物和高中低剂量金黄膏均能显著减少小

赋形剂对照组小鼠的扭体次数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

鼠在 15min 内的扭体次数，于空白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而

异，提示活金黄膏能最著抑制醋酸所致的小鼠疼痛（见表 2）
。

表 2 金黄膏对醋酸致痛小鼠的镇痛作用
组别

动物数

空白对照组

10

剂量（g/kg）

赋形剂对照组

10

32.71±8.47

5.35

伤科灵组

10

2

9.93±9.45*

71.27

金黄膏高剂量组

10

2

8.57±8.82*

75.20

金黄膏中剂量组

10

1

12.18±7.14*

64.76

*

52.52

10

金黄膏低剂量组

0.5

扭体次数

抑制率（%）

34.56±9.22

-

16.41±8.0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抗炎作用

只致炎，致炎 20min 处死，用内径 9mm 打孔器取两耳片，于
[2]

2.2.1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参照文献方法 ，将

分析天平上称重，以两耳片重差值为炎症肿胀度，并进行统计

小鼠随机分成 6 组，即空白对照组、赋形剂对照组、阳性药伤

分析。结果表明：阳性对照药物和低、中、高剂量金黄膏均能

科灵组、金黄膏大、中、小剂量组，10 只/组，雌雄各半。给

显著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廓肿胀，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药组各鼠左耳涂相应浓度药液 0.05ml/只。阳性组涂伤科灵

P<0.05，提示金黄膏能明显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廊肿胀，

0.05ml/只，溶剂对照组涂等量溶剂，15min 后涂二甲苯 0.05ml/

显示较好的抗急性炎症作用（见表 3）
。

表 3 金黄膏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廊肿胀的影响（

）

组别

动物数

左耳片重（mg）

右耳片重（mg）

差值

空白对照组

10

34.16±3.32

11.36±0.82

22.80±2.52

赋形剂对照组

10

32.41±4.27

11.42±1.22

20.99±3.02

伤科灵组

10

2

28.23±3.35

11.53±1.12

16.71±2.23*

金黄膏高剂量组

10

2

28.57±3.82

11.76±0.76

16.81±3.06*

金黄膏中剂量组

10

1

29.18±4.14

11.35±1.12

17.83±3.02*

10

0.5

29.41±4.05

11.46±0.93

17.96±3.12*

金黄膏低剂量组

剂量（g/kg）

×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P<0.05。

2.2.2 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跖肿胀的影响：参照文献方法[2]，

下注射 1%的角义莱胶 0.1ml 致炎，并分别于致炎后 1h 测量有

取 SD 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赋形剂对照组、阳性

踝关节以下容积，汁算肿胀百分率。结果表明：阳性对照药物

药伤科灵组、金黄膏低、中、高剂量组，共 6 组，每组 10 只。

和低、中、高剂量金黄膏均能显著抑制角叉菜胶所致的大鼠足

除正常对照组不给予赋形剂和药物外，其余各组按 0.05ml/只于

跖肿胀，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5，显示金黄膏能明显抑制

大鼠左右蹊部涂赋形剂或受试药物，1 次/ld，共 3d。末次给药

角叉菜胶所致的大鼠足跖肿胀，有较好的抗急性炎症的作用

后 1h，先测量各鼠右踝关节以下容积，然后于各鼠右后足跖皮

（见表 4）
。

表 4 金黄膏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跖肿胀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

剂量（g/kg）

致炎前（ml）

致炎后（ml）

肿胀率（%）
68.97±12.52

空白对照组

10

1.16±0.22

1.96±0.22

赋形剂对照组

10

1.21±0.28

1.99±0.23

64.46±13.02

伤科灵组

10

2

1.23±0.25

1.53±0.18

24.39±12.23

×

金黄膏高剂量组

10

2

1.17±0.32

1.56±0.16

33.33±13.06

×

金黄膏中剂量组

10

1

1.18±0.24

1.65±0.22

39.83±13.02

×

金黄膏低剂量组

10

0.5

1.21±0.25

1.66±0.23

37.19±13.12

×

×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金黄散由大黄、黄柏、姜黄、天南星、苍术、天花粉、白

甘草等均具有抗炎、抗菌作用；厚朴可抑制血管平滑肌痉挛；
陈皮具有消除氧自由基而抗氧化作用。金黄散在临床上很常
用，应用范围广泛。主要用于治疗[3]：丹毒，体表疮毒，脓肿，

芷、厚朴、陈皮、甘草等组成，方中大黄、黄柏泻火毒、消痛

乳痈，疮疡及无名肿毒等症，有较好疗效。实验结果表明，院

肿；天南星、苍术、陈皮化痰燥湿；姜黄、白芷祛风、活血止

内制剂金黄膏提高小鼠对热刺激的痛阈值，也能显著抑制醋酸

痛；苍术有散结消肿。诸药合之，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所致的小鼠疼痛，说明其有很好的镇痛作用。金黄膏能明显抑

活血化瘀等功效。药理学研究发现大黄、黄柏、姜黄、天花粉、

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廓肿胀，也能明显抑制角叉菜所致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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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鼠足跖肿胀，显示其具有较好的抗急性炎症作用。本研究为其

[2]徐叔云,等.药理实验方法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882,886,911,914

临床应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3]梅全喜.如意金黄散的新用法[J].家庭中医药,2002,9(3):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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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净口服液提取工艺研究
Study on extraction process of Tangniaojing oral liquid
韩 冬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吉林
中图分类号：R284.2

长春，130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34-02

【摘 要】 目的：考察糖尿净口服液的最佳提取工艺。方法：通过正交实验，以银耳多糖、黄芪甲苷提出量为指标，考察了
加水量、提取时间，提取次数，醇沉浓度（加醇倍数）等因素的影响。结果：糖尿净口服液最佳提取工艺为采用加水煎煮 3 次，
加水量依次为 10、10、8 倍，煎煮 1.5、1、1h，煎煮液适当浓度加乙醇使含醇量为 60%～65%沉淀被确定为最佳工艺。结论：最
佳工艺稳定，适合大工业生产。
【关键词】 银耳多糖；黄芪甲苷；提取工艺；正交设计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 optimum extraction process of Tangniaojing. Methods: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 the
tremella fuciformis polysaccharide, astragaloside content as the index, to inspect the amount of water, extraction time, times of extraction,
concentration of alcohol (methanol ratio) influence. Results: The optimum extraction process of Tangniaojing oral liquid is add water
boiling three times, the amount of water followed by 10,10,8 times, boiling 1.5,1,1 hours, the decoction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 plus
ethanol, the alcohol content of 60%～65% precipitation was identified as the best technology. Conclusion: The optimal process is stable,
suitable for large-scale industrial production.
【Keywords】 Tremella polysaccharides; Astragaloside; Extraction process; Orthogonal desig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7
糖尿净口服液是由银耳、黄芪、生地黄、天花粉等组成，
具有益气养阴，生津止渴功效，方中君药银耳中主要成分为银
[1]

的提取经验[3-4]，确定了溶剂 A，加溶剂量（倍数）B，煎煮时
间（h）C，煎煮次数 D 4 个因素，每个因素确定了 3 个水平，

耳多糖，黄芪中主要成分为黄芪皂苷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见表 1；正交实验设计表及结果分析，见表 2；工艺考察结果，

对其进行了测定[2]。本文通过正交实验法确定其最佳提取工艺。

见表 3；水煎煮及醇沉条件的确定，见表 4、5。

1

表 1 银耳提取条件因素水平表

仪器、药材与试剂
电子分析天平（梅特勒）
；LC-10A 岛津液相色谱仪；对照

品：银耳多糖（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试剂均为色谱纯。
银耳等药材购自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药房，经鉴定为正品。
2

方法与结果

溶剂

加溶剂量（倍数）

煎煮时间（h）

煎煮次数

A

B

C

D

40%

20

2

3

25%

18

1.5

2

水

16

1

2

方法：根据银耳多糖、黄芪甲苷的理化性质及中药材传统
表 2 提取条件 L9（34）正交实验设计表及结果分析
试验号

溶剂

加溶剂量（倍数）

煎煮时间（h）

煎煮次数

银耳多糖含量

A

B

C

D

（mg/ml）

1

1

1

1

1

7.56

2

1

2

2

2

7.62

3

1

3

3

3

6.73

4

2

1

2

3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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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溶剂

加溶剂量（倍数）

煎煮时间（h）

煎煮次数

银耳多糖含量

A

B

C

D

（mg/ml）

5

2

2

3

1

9.28

6

2

3

1

2

8.34

7

3

1

3

2

9.35

8

3

2

1

3

7.56

9

3

3

2

1

7.56

K1=

21.91

26.25

25.04

25.36

K2=

26.96

26.04

25.47

25.31

K3=

27.00

23.58

25.26

25.21

R=

5.09

2.67

0.43

0.14

试验号

表 3 工艺考察结果
性状

多糖含量测定结果

工艺Ⅰ

性状无明显改变

9.14mg/ml

工艺Ⅱ

放置有大量棉絮状沉淀

9.12mg/ml

表 4 因素水平表
因素

加水量

煎煮次数

A

B

C

煎煮时间（h）

醇沉浓度，加醇倍数
D

1

12

3

2

40%～50%

2

10

2

1.5

60%～65%

3

8

1

1

70%～75%

表 5 水煮条件 L9（34）正交实验设计表及结果分析
试验号

3

溶剂

加溶剂量（倍数）

煎煮时间（h）

煎煮次数

银耳多糖含量

A

B

C

D

（mg/ml）

1

1

1

1

1

15.45

2

1

2

2

2

14.51

3

1

3

3

3

12.45

4

2

1

2

3

13.23

5

2

2

3

1

14.39

6

2

3

1

2

14.76

7

3

1

3

2

15.07

8

3

2

1

3

12.23

9

3

3

2

1

14.73

K1=

42.41

43.75

52.44

44.57

K2=

42.38

41.13

42.47

44.34

K3=

42.03

41.94

41.91

37.91

R=

0.37

2.62

0.56

6.66

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分析，最佳提取工艺提取时间为 1.5、1、

参考文献：
[1]江苏新医学院.中医药大辞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h，提取 3 次，一次加水量为 10、10、8 倍，用 60%～65%乙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1 部)[S].北京:化学化工出版社,2010:

醇沉淀被确定为最佳工艺。

300-301

4

讨

论

通过正交实验分析结果表明，提取因素中煎煮次数对提取
工艺影响较大，本实验所得提取工艺条件，对工业化生产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3]任清,李守勉,等.银耳多糖的提取及美容功效研究[J].日用化学工业,2008
(2):1-2
[4]田迪,石舵,等.正交法研究黄芪甲苷的提取工艺[J].华北国防医药,2002,
14(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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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发泡疗法结合针刺治疗面瘫
Treating facial paralysis by TCM Fapao 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张运来
（徐州市铜山中医院，江苏 徐州，221116）
中图分类号：R745.1+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36-02

要】 目的：观察中药发泡疗法结合针刺在特发性面瘫病例急性期及整个病程中的疗效。方法：将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急性期采用静滴复方甘露醇＋地塞米松、口服阿昔洛韦结合针刺＋TDP 治疗，恢复期单用针刺＋TDP
治疗，治疗组急性期采用中药发泡疗法、口服阿昔洛韦结合针刺＋TDP 治疗，恢复期单用针刺＋TDP 治疗。结果：治疗组在特发
性面瘫急性期缓解耳后疼痛及整个病程中的疗效与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参与治疗特发性面瘫过程中，中
药发泡疗法可以取代激素疗法。
【关键词】 针刺；中药发泡疗法；激素疗法；特发性面瘫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CM Fapao therapy of the acute phase and throughout
the course on treating idiopathic facial paralysis.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cases in each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mpound infusion of mannitol and dexamethasone, oral acyclovir therapy combined acupuncture ＋
TDP in Acute phase, given alone acupuncture＋TDP therapy in convalescenc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TCM foam therapy,
oral acyclovir 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TDP in acute phase, given alone acupuncture＋TDP therapy in convalescence. Results:
The treated group was mo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idiopathic facial paralysis,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idiopathic facial paralysis, the TCM foaming therapy can replace hormone therapy.
【Keywords】 Acupuncture; TCM foam therapy; Hormone therapy; Idiopathic facial par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8
①符合诊断标准；②发病≤5d，伴耳后疼痛；③年龄在 15～

面瘫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各种年龄的人均可患病，其
病因主要有五种类型：特发性、外伤、感染、肿瘤、神经病变。

70 岁之间；④知情同意者愿配合本研究者。

其中，特发性面瘫占面瘫病例的 60%～75%，病因不明，经过

1.4 排除标准
①其他原因的周围性面瘫，如外伤、手术、肿瘤等引起的；

数十年的研究趋向认为是由病毒引起的神经病变，或是一种单
纯性疱疹型神经炎。临床表现为耳垂后或以侧面部疼痛、眼干、

②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③伴有其他严重疾患者，如严重肝、肾

听力障碍、鼻干、口干、面部表情肌瘫痪，其中耳垂后或一侧

疾病及高血压病、糖尿病胃溃疡等禁止使用激素治疗的疾病；

面部疼痛症状几乎存在于每一个特发性面瘫病例急性期。治疗

④合并精神疾病或严重神经官能症患者。

方法多种多样，急性期有效的治疗对于缩短特发性面瘫病程及
该病的恢复程度极为重要，通常采用激素治疗和抗病毒治疗，

2

治疗方法

激素治疗确有疗效但存在不良反应和并发症。本研究主要观察

2.1 治疗组

特发性面瘫急性期应用中药发泡疗法代替激素疗法在急性期

2.1.1 急性期（发病 15d 内）针刺治疗：常规取穴。取患侧牵

和整个病程所产生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正、阳白、四白、颧髎、颊车、地仓[2]、夹承浆、健侧合谷。

1

患者取仰卧位，各穴位常规消毒，选用 0.35mm×13mm 毫针，

临床资料

直刺或橫刺入皮肤约 2～3mm，不宜过深，以得气为度，留针
期间用平补平泻手法行针，隔 15min 行针 1 次，留针 30min，

1.1 一般资料
80 例特发性面瘫病例均为 2010～2012 年本院针灸康复科

同时用 TCD 照射患侧面部（以翳风穴为中心）
。

门诊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治疗组中

2.1.2 急性期（发病 15d 内）药物治疗：①中药发泡治疗：向

男 19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36±16）岁。对照组中男 23 例，

病人解释发泡疗法的作用及发泡过程，以取得病人配合。发泡

女 17 例；平均年龄（37±14）岁。资料经统计学分析，P＞0.05，

前应将局部清洗干净，或嘱病人洗澡。准备发炮药饼（由鲜姜

具有可比性。

汁拌斑蝥粉末，捏成直径约 1cm 的药饼）
、塑料纸、纱布、胶

1.2 诊断标准

布、绷带、75%酒精棉球、5ml 注射器 1 副、消毒瓶盖 1 个（直
[1]

依据《神经病学》 中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临床表现和诊

径约 3cm，高 2cm）
。将药饼敷于患侧翳风穴，盖上塑料纸、

断标准。

纱布，以胶布固定。敷 4h 左右后，病人感局部灼痛、蚁走感，

1.3 纳入标准

皮肤潮红，即可将药饼取下，上扣一直径约 3cm 的瓶盖，以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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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固定。8～12h 后，皮肤逐渐起泡，待水泡内液体充盈、胀满

3.3.2 两组疼痛缓解时间比较

时，经常规消毒，用针头刺破水泡底部，抽出液体。一次发泡

治疗组和对照组大部分病例疼痛在 1 周内缓解，差异无统

后，如仍需在原处进行第 2 次，第 3 次发泡，须待皮肤愈合恢

计学意义（P>0.05），表明两组在治愈耳后疼痛方面均具有优

复后才能进行。②抗病毒治疗，口服阿昔洛韦，0.4g/次，3 次

势，见表 2。

/d，共 7d。
2.1.3 恢复期（发病 15d 后）针刺治疗：取患侧阳白、攒竹、

表 2 两组疼痛缓解时间比较（n）

四白、颧髎、颊车、地仓、翳风穴。针刺得气后，阳白、攒
竹及颊车、地仓接电针治疗仪，正极取靠近翳风穴一端，采
用连续波，频率为 1～2Hz，输出强度以面部肌肉轻微收缩为
度，留针 30min，同时用 TCD 照射患侧面部（以翳风穴为中
心）。

4

组别

n

0～3d

4～7d

8～14d

>15d

治疗组

40

12

23

4

1

对照组

40

19

26

5

0

讨

论

特发性面瘫属中医学“口眼歪斜”
、
“口癖”
、
“面瘫”等范

2.2 对照组

畴。其致病原因多因疲劳，风寒邪气侵袭面部经脉，以致经气

2.2.1 急性期（发病 15d 内）针刺治疗同治疗组。

阻滞，经筋失养，肌肉纵缓不收而发病。针灸治疗特发性面瘫

2.2.2 急性期（发病 15d 内）药物治疗：①激素治疗，复方甘

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的临床实践和大量的文献报道认为，针

露醇 250ml＋地塞米松 10mg 静滴连用 5d，然后在 5d 内减少到

灸治疗特发性面瘫具有独特的临床疗效，所以针灸治疗贯穿整

0。②抗病毒治疗，口服阿昔洛韦，0.4g/次，3 次/d，共 7d。

个治疗过程[4]。

2.2.3 恢复期（发病 15d 后）针刺治疗同治疗组。

现代医学认为是由于面神经乳突段水肿，在骨性管道内受

两组药物治疗在 10d 内结束，
针刺治疗每星期为 1 个疗程，

压而致乳突处疼痛及面部表情肌瘫痪。面神经骨性管道内水肿

治疗 5 次，休息 2d，共治疗 4 个疗程[3]。

越严重，受压时间越长，神经功能越不易恢复，甚或变性不能

3

恢复。所以尽早消除面神经因水肿受压，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至

治疗效果

关重要。目前国际上经较为科学的论证早期有确切疗效的药物
3.1 疗效标准

有两种：一种是激素，另一种是抗病毒药物。所以发病早期就

参照第 5 次国际面神经外科专题研讨会制定的疗效标准。
痊愈：面部所有区域正常，两侧额纹及鼻唇沟等对称。显效：
仔细观察可看出轻微的功能减弱，面部静止时对称，张力正常，

使用大剂量皮质内固醇治疗有利于特发性面瘫病人的症状改
善，如果延迟有可能出现严重性面神经病变。
激素治疗有如下禁忌症：胃、十二指肠溃疡、活动性结核、

上额运动不对称，眼部用力闭合仍不能闭实，口轻微不对称。

精神病、重症高血压及骨质疏松者、癫痫、骨折创伤修复期、

有效：有明显的功能减弱，可观察到并不严重的联带运动、挛

妊娠早期、角膜溃疡、皮脂溢出、商无有效药物治疗的某些感

缩和半侧面部痉挛，面部静止时张力正常，上额运动微弱，眼

染如水痘、麻疹等病毒感染、真菌感染、广泛性的耐药菌感染。

用力可完全闭合，口明显不对称。无效：面部静止时不对称，

部分特发性面瘫病人患有糖尿病，服用类固醇激素治疗特发性

患侧上额无运动，眼不能完全闭合也不能完全睁开，口仅有轻

面瘫是有效的。但是类固醇激素可以使血糖升高，对于患有糖

微运动。

尿病的特发性面瘫病人，使用类固醇激素应特别小心，有时不

3.2 统计学方法

好把握。

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

中药发泡疗法具有祛邪通络、清热解毒、且通过局部人为

示，用 t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

脱水达到止痛消肿之功效。本研究对比观察发现中药发泡疗法

统计学意义。

在特发性面瘫急性期缓解疼痛及整个病程中对表情肌的恢复，

3.3 治疗结果

与类固醇激素作用效果相当。发泡疗法的应用避免了类固醇激

3.3.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素的不良反应和禁忌症，可以在部分病例中代替类固醇激素治

由表 1 可见，治疗组愈显率为 85.0%，总有效率为 97.5%；
对照组愈显率为 87.5%，总有效率为 100%；两组比较差异无

疗特发性面瘫。
参考文献：

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治疗组愈显率及总有效率与对照
[1]王维治.神经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8

组相当。

[2]石学敏.针灸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219-22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3]郑铜铃,张维.不同频次针刺治疗早期特发性面神经炎疗效观察[J].上海针
总有

灸杂志,2013,32(3):185-186

效率

[4]潘江,章薇,陈武善,等.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急性期)的系统评价[J].针灸临
床杂志,2011,27(4):60-63

组别

n

治疗组

40

27
（67.5） 7（17.5） 5（12.5）

1（2.5）

97.5

对照组

40

26
（65.0） 9（22.5） 5（12.5）

0（0.0）

100.0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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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三里穴证治机理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mechanisms of Zusanli syndrome
宋书昌 卢 智 陈 华 王利春 张全围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061001）
中图分类号：R2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38-03

【摘 要】 本文就足三里穴的主治特点、常用配伍以及作用机理进行了探讨。足三里归属于足阳明胃经，胃的下合穴，临床
不仅用于胃脘痛、呃逆、腹痛等脾胃疾病的治疗，而且对于癫狂、中风不省人事、心悸、气短、胸闷、下肢痿痹等，均可配伍施
治。足三里又为人体强壮保健要穴，对于虚劳羸瘦诸症具有扶正固本的作用。
【关键词】 足三里；主治特点；配伍应用；作用机理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Zusanli acupoint indications of compatibility and mechanism are discussed.
Zusanli attributable to the stomach meridian of Foot-Yangming stomach, the Xiahe point, not only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epigastric
pain, abdominal pain, hiccup,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 but also for the madness, stroke, heart palpitations, chest tightness,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become unconscious, lower limb paralysis, can be combined with treatment. Zusanli is human health point and has the effect of
Fuzheng Guben for deficient emaciated and other disease.
【Keywords】 Zusanli; Ind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Mechanism of a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19
足三里穴，首见于《内经》
，
《灵枢·本输》云：
“膝下三寸，

例，全部有效，且无一例出现不良反应[4]；足三里穴位注射新

胻骨外三里也”
，别名下陵、鬼邪等。足三里归属于足阳明胃经，

斯的明治疗麻痹性肠梗阻 20 例，治愈率 100%[5]；金针王乐亭

胃经的循行路线从头至足，联系了人体的头面、胸腹、腿足等

教授的“老十针”，主穴取足三里、中脘，用于多种胃肠病的

部位，依“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理论，足三里常用于癫狂、

治疗，疗效卓著[6]。

中风不省人事、心悸、胸闷、胃脘痛、呃逆、腹痛、泄泻、下

1.2 通经活络

肢痿痹等疾病的治疗。
《针灸大成》云：
“中风不省人事，三里、

主治腰腿痛、下肢痿痹、偏瘫等症。足三里位于膝下三寸，

大敦”
；
《玉龙赋》云：
“心悸虚烦刺三里”
；
《灵枢·邪气脏腑病

依“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理论，故可用于腰腿足等部位疾

形》云：“胃脘当心而痛……取之三里也”；《席弘赋》云：“脚

病的治疗。《灵枢·四时气》云：“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

痛膝肿针三里”等。由于足三里治疗范围广泛，故南北朝时刘

其三里骨为干”
；
《席弘赋》云：
“腰连胯痛急必大，便于三里攻

宋医家秦承祖云其“诸病皆治”（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本文

其隘”
；
《胜玉歌》云：
“两膝无端肿如斗，膝眼三里艾当施”等。

试就足三里的主治特点、常用配伍、作用机理作一探讨。

现代临床常用于腰痛、膝骨性关节炎、脑卒中偏瘫后遗症等病。

1

如艾灸足三里、肾俞治疗瘀血腰痛 38 例，有效率 97.4%[7]；足

主治特点

三里配血海、阴陵泉等穴治疗膝关节痛 170 例，有效率 97.6%[8]；
足三里配犊鼻、阳陵泉等穴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针刺组 40

1.1 健脾和胃
主治胃痛、呕吐、腹痛、泄泻等症。足三里是胃的下合穴，

例，治愈 26 例，好转 13 例，未愈 1 例，有效率 97.5%[9]；电针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
“合治内府”
，故其主要用于脾胃、

足三里能够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痉挛期下肢的运动功能[10]。

肠腑疾病的治疗。《灵枢·五邪》云：“邪在脾胃……热中善

1.3 扶正培元

饥……寒中肠鸣腹痛……皆调于三里”
；
《针灸甲乙经》云：
“肠

主治虚劳羸瘦、体质虚弱、早衰等症。
《灵枢·海论》云：

鸣腹痛，三里主之”等。由于脾胃同居于中州，脾气主升，胃

“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下至三里”，故足三里可直

气主降，是人体升降功能之枢纽，若感受外邪，或七情所伤，

接调节机体气血津液，培补后天，是人体强壮保健要穴。《通

都会导致人体气机升降失司，从而引起脾虚不运、胃失和降、

玄指要赋》云：
“三里却五劳羸瘦，华佗言斯”
；
《医说》云：
“若

肠腑失调等症候。足三里具有健脾和胃的功效，临床常用于急

要安，三里常不干”；《针灸真髓》云：“三里养先后天之气，

慢性胃肠炎、急性胰腺炎、肠梗阻等消化系统病症。如足三里

灸三里可使元气不衰，故称长寿之灸”。现代临床常用于保健

配中脘、阳陵泉等穴治疗急腹痛，即时有效率 100%，其中一

灸、增强体质、抗衰老等。如艾灸足三里、气海穴具有良好的

次性治愈者占 41.66% ；足三里配中脘、下脘等穴治疗小儿腹

延缓衰劳作用[11]；电针足三里具有增强体质，抵抗化疗的毒副

泻 200 例，治愈 198 例，好转 2 例，有效率 100%[2]；电针足

作用[12]；艾灸足三里治疗素体脾胃气虚、阳虚类感冒 60 例，

三里、上巨虚等穴治疗重症呃逆 57 例，有效率 96.5%[3]；针刺

治愈 18 例，好转 40 例，未愈 2 例，有效率为 96.7%[13]；针灸

足三里治疗胃镜术中恶心呕吐 200 例，显效 148 例，有效 52

医家谢锡亮教授在“向足三里要长寿”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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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作用[14]；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举行国民
[15]

三里灸运动，全民艾灸足三里，保健强身

。正如《素问·刺

-39调节 [17]。
3.3 对微量元素-抗衰老的影响

法论》所云：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针灸足三里穴可扶正培
元，对于提高机体免疫力，防治疾病具有积极作用。
2

微量元素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营养素之一，在人体内
必须适量和保持相对平衡，特别是对人类衰老影响很大。随着
年龄的增加，特别是届至老年，体内必需微量元素减少，有害

配伍应用

微量元素增加，使机体细胞的生物活性和功能下降或发生异常

2.1 足三里、中脘

变化。中医学将人之衰老，主要责之于肾虚。艾灸足三里穴，

中脘穴位于胃脘中间，又名太仓，是手太阳、手少阳、足

促使机体内微量元素向着生理性的、有利细胞活性功能恢复和

阳明、任脉的交会穴，又为六腑之会，胃之募穴，足三里为胃

代谢正常进行方面变化，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18]。

的下合穴，故二者配伍能补中益气，调理中焦，是治疗脾胃病

3.4 对抗疲劳的影响

的要穴。临床常用来治疗由于急慢性胃炎引起的胃痛、腹胀、

经皮穴位电刺激足三里能促进机体血红蛋白生成，促进机

腹痛等症。

体对乳酸的排泄功能，减少乳酸在肌肉和血液中的堆积，从而

2.2 足三里、内关

提高机体运动能力，起到抗疲劳的作用[19]。

内关穴为手厥阴心包经之络穴，并通过络脉与三焦经直接
相通贯；又为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阴维脉，通过“交会”阴

4

结

语

足三里归属于足阳明胃经，为四总穴之一，对脾胃等消化

维脉，使它的主治范围扩大到心胸肋、胃、肠、肝、胆等部位，
故二者配伍可宽胸理气、宣通三焦。临床常用来治疗心悸、胸

系统疾病具有调节作用；又为“回阳九针穴”之一，常用于晕

闷、呕吐、呃逆等症。

厥、阳虚欲脱、中风口噤等危急病症；又为“马丹阳天星十二

2.3 足三里、阳陵泉

穴治杂病歌”之一，故对于虚劳羸瘦等杂病具有较好的治疗作

“膝为筋之府”，阳陵泉为膝部要穴，八会穴之筋会，能

用。因此，掌握足三里穴的证治特点和配穴规律，在临床上就

疏通下肢经脉，柔筋缓急。故二者配伍可活血通络、舒筋利节，

能够灵活应用。正如《针灸大成》所云：“执简可以御繁，观

是治疗下肢痿痹的主穴。临床常用来治疗膝关节痛，下肢麻木、

会可以得要，而按经治疾之余，尚何疾之有不愈，而不足以仁

半身不遂等症。

寿斯民也哉”
。

2.4 足三里、关元
关元是足三阴与任脉之交会穴，小肠之募穴，穴处为元气

参考文献：

关藏之处，人身“元阴元阳交关之所”
（
《医经精义》
）
；又名丹

[1]吴巧玲.针刺以足三里为主穴治疗急腹痛 36 例疗效观察[J].医药世界,

田，丹田是男子贮藏精气，女子维系胞胎的地方；足阳明经属

2006,10:122

多气多血之经，足三里为本经重要腧穴。故二者配伍可益气养

[2]刘国香.针灸治疗小儿腹泻 200 例[J].新中医,2007,39(7):61

血，扶正固本，并且先天后天互济，补而不滞，补中有调。临

[3]赵仓焕,李静铭,胡静,等.电针治疗重症呃逆 57 例[J].新中医,2002,34(4):53

床常用来治疗阳痿、子宫寒冷、不孕不育等症。

[4]杨爱兰,田洪德.针刺治疗胃镜术中恶心呕吐 200 例[J].中医临床杂志,2001,

足三里穴的配伍灵活多变，远不止上述几种，临床若不掌

13(3):214

握一定的配穴原则，合理的配穴，就会贻误病情。正如《针灸

[5]胡琪君.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疗麻痹性肠梗阻 20 例[J].上海针灸杂志,2009,

精义》云：“不知穴之配合，犹如癫马乱跑，不独不能治病，

28(6):355

且有使病机变生它种危险之状态”
。

[6]李庆云.金针王乐亭老十针的临床应用[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

3

19(4):472-573

现代研究

[7]夏晓红.艾灸肾俞､足三里治疗瘀血腰痛 38 例[J].河北中医,2001,23

3.1 对胃肠运动的影响

(11):851-852

电针足三里穴可明显增强胃窦、十二指肠和近端空肠的胃

[8]任建华,贾海清.针灸治疗膝关节痛 170 例临床观察[J].基层医学论坛,

肠消化间期移行性复合运动之收缩活动，可促进胃运动抑制状

2004,8(10):913

态得以恢复；对胃电慢波高活动相振幅及快波振幅有明显的兴

[9]闫滨,李玉明,邓一军.电针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 70 例[J].2007(1):117-

奋作用；可使外周脑肠肽的释放发生变化，提高胃动素、胃泌

118

素在血液及胃窦平滑肌中的含量，同时对胃运动、胃黏膜损伤

[10]公维军,张通,崔利华,等.电针足三里改善脑卒中偏瘫痉挛期患者下肢运

[16]

有明显的调整和保护作用

。

3.2 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影响
足三里穴的调控机制与其穴位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穴

动功能的临床研究[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8,14(11):1057
[11]杨喜忠,孙静,郝璐,等.灸法延缓衰老的临床应用[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005,26:46-47

位区的微血管分支、神经分支及淋巴管分支十分丰富，针灸

[12]陈闯,张作军,黎汉忠,等.电针足三里穴对化疗减毒作用的临床观察[J].新

刺激可使穴区微血管灌注量增加，神经及淋巴管的血液运行

中医,2004,36(3):46

改善、功能增强，神经末梢兴奋性增高，其或通过神经，或

[13]詹正明.艾灸足三里穴治疗感冒 60 例[J].中医外治杂志,2006,15(5):34

通过血液、淋巴液最终都启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而对机

[14]谢锡亮.向足三里要长寿[J].中华养生保健,2006,2:6-7

体进行调整，从而实现针灸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整体

[15]黄涛,箱岛大昭,黄鑫.解读日本历史上的“国民三里灸运动”[J].中国针灸,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22

-402004,24(10):725-728

研究[J].浙江中医杂志,2008,43(6):353

[16]杨玉平,安宝泉.电针足三里､上巨虚治疗术后腹胀临床疗效对比观察[J].

作者简介：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3(2):256-257
[17]施茵,周珊玲.足三里穴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节作用[J].江西中医

宋书昌（1984-），男，住院医师，医学硕士，主要从事针灸临床应用
及机理研究。

学院学报,2003,15(2):37-38
[18]吴中朝,王玲玲,徐兰凤.“肾其华在发”与艾灸治疗[J].上海针灸杂志
2000,19(5):7-8
[19]董晓敏,吴立红,孙清华,等.经皮穴位电刺激足三里抗运动性疲劳的临床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52476（修回：2013-11-19）

腹部按摩治疗小儿单纯性食积发热 12 例
Treating 12 cases of fever in children with simple food by abdominal massage
张茂亮
（枣庄市中医医院，山东 枣庄，277101）
中图分类号：R4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40-01

【摘 要】 小儿食积发热，是当今小儿科的一种常见病，此病热势多不太高，以低热为主，多伴有肚腹胀热，嗳气酸腐，不思
饮食，烦躁不安，睡眠不安，不近衣被，大便不畅诸症，经腹部按摩治疗，12 例单纯性食积发热的患儿均得到了缓解。
【关键词】 腹部按摩；食积发热；胃
【Abstract】 Children dyspepsia fever, is a common disease in pediatrics, the thermal potential not too high, on a low calorie, with
stomach bloating, belching acid, do not think of eating, restless, restless sleep,not nearly clothing, poor stool symptoms, abdominal
massage therapy, 12 patients with dyspepsia in children with fever were alleviated.
【Keywords】 Abdominal massage; Dyspepsia fever; Stoma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20
1

临床资料
本组 12 例患者均为门诊患者，最小的患儿不足 1 周岁；

最大的接近 7 周岁。病例纳入标准均符合《中医儿科学》食积
病的诊断标准：①饮食不思或少思，脘腹胀痛，呕吐酸馊，大
便溏泄或便秘；烦躁不安，夜间哭闹且发低热。②有伤乳伤食
病史。③大便检查，有不消化食物残渣或脂肪球。④排除其他
外感内伤慢性病，血中白细胞及淋巴细胞未见明显异常。
2

治疗方法
腹部按摩（治疗操作前医者应搓热双手手心和手指）：

①分推腹阴阳：用两拇指自剑突沿肋弓角边缘两旁分推，后自
中脘至脐向两旁分推各 50 次；②揉中脘：用食指或掌根揉中
脘穴约 5～10min；③揉天枢：用双拇指指端揉天枢穴 50 次；
④摩腹：用掌心在腹部做顺时针方向摩腹 2～5min；⑤揉神阙：
用掌心在肚脐处（神阙穴）轻柔 20min 左右。经治疗能感到患
儿的腹部由紧张变成放松状态为度。
3

治疗结果

可及时发现，多表现在患儿不思饮食，手足心热，前额部热不
显，头部两侧热稍甚或腹部皮温稍高，夜间睡眠不安稳，易蹬
被等症状。所以本病患儿在夜间极易受凉，进而发展成外感发
热或寒邪直中入里发展成寒性呕吐或泄泻。应当早期干预治
疗。笔者针对该病给予 5 步腹部推拿疗法，操作简便，小儿且
易接受。本病是因宿食积滞于肠胃，郁而化热；治疗针对病因，
按摩腹部，以调理肠胃功能。胃气得降，脾气得升，食积得以
运化，郁热得泄，病得以解。对于一些外感内伤发热或呕吐、
泄泻等疾病的患儿兼有食积的，均可辅以腹部按摩治疗，对于
缩短病程防止反复都有一定的疗效。脾胃为后天之本，且小儿
脾胃常不足；腹部按摩可固护脾胃，是为治未病之法。
成人腹部推拿，对于脾胃病效果尤佳。临床上亦治疗不少
便秘症及慢性腹泻的患者。笔者由此引发对于小儿推拿治疗脾
胃病的一些思考，是否可以只推拿腹部，而治疗小儿的一些疾
病？此腹部推拿手法由此而生。本法以轻柔手法为主，经临床
治疗，大多数患儿比较容易接受。以兹供临床参考，亦可为家
庭保健预防所用。
作者简介：

12 例患儿均达到临床治愈：体温恢复，精神状态如常，无
腹部胀满，知饥善食，睡眠安，大便正常无异味。

张茂亮，男，32 岁，学历：本科；技术职称：中级；主治医师，本科
学历，2005 年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自 2005 年至今，工

4

讨

论

单纯性食积发热多见于一些外感发热的早期，细心地家长

作于枣庄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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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针疗法治疗带状疱疹 32 例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2 cases of herpes zoster with
the fire needle therapy
谢祖艺 杨作卿 曾庆萍 鲁莉燕 黄伟福
（广东省龙川县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752.1+2

文献标识码：A

龙川，5173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41-01

【摘 要】 带状疱疹是一种急性疱疹性皮肤病。西医暂无特效疗法，火针疗法治疗带状疱疹简单、实用、疗效好、易操作。
采用火针疗法治疗 32 例带状疱疹，临床疗效满意，值得推广。
【关键词】 带状疱疹；火针疗法；疗效观察
【Abstract】 Herpes zoster is an acute skin disease. Little effects in modern medicine therapy, fire needle therapy for herpes zoster is
simple, practical, effective, and easy to operate. Using fire needle therapy to treat 32 cases of herpes zoster, the clinical results are
satisfactory,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Herpes zoster; Fire needle therapy;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21
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
疱疹性皮肤病。多春秋季节发病，祖国医学称为“缠腰火丹”、

随访 3 个月未复发；好转：症状、体征消失，仍有疼痛；无效：
症状、体征较入院时无改善。治疗组 32 例，治愈 28 例，好转

“蛇串疮”。好发于胸、面、颈、腰腹等部位，疱疹出现于身

4 例，无效 0 例。对照组 28 例，治愈 19 例，好转 7 例，无效

体的某一侧排列成带状，沿皮肤神经分布，刺痛，水疱澄清透

2 例。治疗组治愈率、好转率明显优于对照组，疗程较对照组

明，疱群间皮肤正常。带状疱疹西医暂无特效疗法，火针疗法

平均缩短 2～3d（P<0.05）
。

治疗带状疱疹简单、实用、疗效好、易操作。就我科采用火针
疗法治疗的 32 例带状疱疹患者疗效观察结果作一总结。

3

讨

论

火针疗法又称为燔刺，是将特制的针具用火烧红后刺入一

神经痛为本病的重要特征，部分患者疱疹消退后仍然存在

定的部位，并快速退出以治疗疾病的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具

被侵犯部位神经痛，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称为带状疱疹后

有简、验、便、廉特点。

遗神经痛。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故老年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多发。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困扰中、老年人的顽固性疼痛，
其持续时间短则 1～2 年，长者可超过 10 年，有的甚至数十年。
我国的老年人口日益增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病率也持

32 例均为带状疱疹患者，符合带状疱疹诊断标准。所选病

续增高。一般的止痛治疗难以奏效，患者长期遭受疼痛的折磨

例均排除神经性皮炎等皮肤病。将治疗组的 32 例患者与对照

苦不堪言，情绪低落，生活质量低下，常规的镇痛治疗效果较

组的 28 例患者进行疗效对比，治疗组男 21 例，女 11 例，年

差。目前，西医多数主张以口服药物、皮内注药、神经阻滞相

龄 21～72 岁，平均 46 岁。对照组男 16 例，女 12 例，年龄 20～

结合的综合疗法，但往往效果不佳。对 32 例患者采用火针结

68 岁，平均 44 岁。两组病人年龄、性别、病程及病情程度比

合药物治疗发现不仅疱疹消失快，病程短，对减少后遗神经痛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也很有效，随访 3 个月未发现明显后遗神经痛患者。因此，作

1.2 治疗方法

者认为火针疗法结合抗病毒药物治疗带状疱疹疗效肯定，简

治疗组采用火针疗法结合抗病毒药物治疗，对照组采用中
西药物治疗。治疗组具体的方法是：选取皮损周围以及龙头、
体、尾为火针刺点，常规消毒，定好穴位，点燃酒精灯，靠近

单、安全、有效，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针刺的穴位或部位，右手持细火针，将针尖针体伸入外焰，待

[1]邱平.儿童带状疱疹门诊治疗 33 例临床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0,3(8)

针烧通红发白为度，先快速点刺龙头、体、尾，之后快速刺疱

[2]王埃胜.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112 例临床分析[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疹周围，用干棉球擦干疱疹液，个别严重的患者加拔火罐。完

2008,2(22)

后用无菌纱布覆盖固定。嘱患者安静休息。药物治疗我们选用

[3]赵桂华,刘维荣,孙娟,等.带状疱疹 150 例护理体会[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利巴韦林、阿昔洛韦等。

2010,7(24)

2

治疗结果
疗效标准：治愈：症状与体征全部消失，皮肤完好无损，

[4]郭长青.火针疗法[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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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音乐疗法结合推拿治疗失眠 40 例
Treating 40 cases of insomnia by somatosensory music therapy plus massage
邓国政 杨晓琼 吴 媛
（广州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510700）
中图分类号：R25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42-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探讨治疗失眠的有效方法。方法：将 7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0 例，同时采用体感音乐疗法及推
拿治疗；对照组 30 例，口服谷维素 20mg，安神补脑液 10mg，3 次/d，并发放《健康手册》自学，15d 后统计疗效。结果：治疗
组治愈率、显著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 均<0.05。结论：体感音乐疗法结合推拿治疗失眠，具有疗效快、疗程短、无副作用等
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失眠；体感音乐疗法；推拿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method on treating insomnia. Methods: 7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cases in treated group, while 30 cases in control group. Treated group were treated by vibroacoustic therapy and massag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20mg oryzanol and 10mg anshen-bunao-ye three times a day. Both two groups learnt Health Handbook by
themselves. Curative effect was analysed affter 15 days. Results: The cure rate and significant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ere bo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reating insomnia by
vibroacoust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massage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better curative effect, short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no side
effect, etc.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Insomnia; Vibroacoustic therapy; Mass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22
失眠，中医学称之为“不寐”
，是因为阳不入阴所引起的经

碎波、紧虚波、摇波等 6 类波形的体感音乐，让患者仰卧在体感

常不易入寐为特征的病症。轻者入寐困难，有寐而易醒，有醒

音乐治疗床上进行治疗，40min/次，1 次/d，共治疗 15d。

后不能再寐，亦有时寐时醒等，严重者整夜不能入寐[1]。随着现

2.1.2 推拿治疗

代社会节奏不断加快、各种压力不断增大，失眠人数也逐年上

体感音乐治疗结束后继续让患者仰卧在治疗床上，分 8 个

升。笔者于 2010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在临床治疗中采用体感音

步骤进行推拿。①一指禅推法或揉法，先从印堂向上到神庭，

乐疗法结合推拿治疗失眠 40 例，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往返 5～6 遍，再从印堂向两侧沿眉弓至太阳穴往返 5～6 遍；
②一指禅偏峰推法，沿眼眶周围治疗，行一指禅“小 8 字”和
“大 8 字”推法，反复 3～4 遍；③一指禅推法或揉法，从印堂
沿鼻两侧向下经迎香沿颧骨，至两耳前，往返 2～3 遍；④抹法，

本组共 70 例患者，均来自我院门诊，经排除重大躯体及

先从印堂向上至神庭，再从印堂向两侧沿眉弓至太阳穴，做 5～

神经精神疾病，根据随机对照原则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

6 遍；⑤拇指或中指按揉头面部重点穴位印堂、神庭、睛明、

疗组 40 例，男 18 例，女 22 例，年龄 30～50 岁，病程 15d～

攒竹、太阳，每穴约 30s；⑥在头两侧胆经循行部位用扫散法

4 个月，平均 3 个月；对照组 30 例，男 14 例，女 16 例，年

治疗约 2～3min，并按揉角孙穴 30s；⑦五指拿法，从头顶到

龄 31～51 岁，病程 16d～4 个月，平均 2 个月零 28d。而且一

枕骨下，到枕骨下改用三指拿法，拿 2～3 遍，并按揉风池穴

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

30s，拿揉肩井穴 30s；⑧摩法，在腹部顺时针摩腹 2～3min，

性。

再用中指点按中脘、气海、关元穴，每穴 30s[2]。结束推拿治

1.2 诊断标准

疗。力度视患者耐受程度而定，以患者感觉酸胀，按摩后轻

参照《针灸治疗学》中有关失眠的诊断标准制定。辨证分
型参照《针灸治疗学》制定分为 4 型：心肝火旺型、脾胃失和

松舒适，以欲入眠为佳。1 次/d，15 次为 1 个疗程。
2.2 对照组

性、心肾不交型、气血两虚型。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2.1.1 体感音乐疗法
采用专门研制的慢周期信号波，包括二钟波、念波、交互波、

口服谷维素 20mg，安神补脑液 10ml，3 次/d，并发放《健
康教育手册》供自学。
3

疗效分析

3.1 参照《针灸治疗学》中有关失眠的疗效标准制定。
恢复正常睡眠为痊愈；一般能正常睡眠，偶遇惊恐即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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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易醒为显效；治疗后睡眠较前好转为好转；治疗后无好转为

段。它所采用的音乐曲目是经过音乐家、心理学家等多学科的

无效[3]。

选择，并经特殊录制的、能够最多体现音乐体感振动的乐曲，

3.2 治疗结果（见表 1）

慢周期信号波主要功效为放松、镇静、催眠等。体感音乐治疗
过程的主要结果是产生了松弛反应，是一种精神的物理的同时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4

组别

n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28

10

1

1

97.5

对照组

30

0

3

7

20

33.3

讨

论

又是情绪的状态，其特点是血压下降，心率、呼吸频率和新陈
代谢变缓，从而改善了各器官的紊乱状态，消除引发睡眠障碍
的诱因来改善睡眠状态。体感音乐疗法与推拿是现代与传统的
结合，两者配伍应用可以平衡人体阴阳，故可改善失眠，值得
临床广泛推广。

失眠，是指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的睡眠而言，包括睡眠时间、
深度或恢复体力不足。轻者难以入寐，或睡中易醒，醒后不能
再寐；重者彻夜不能入寐。本病可单独出现，也可与头痛、健
忘、眩晕、心悸等同时出现。按摩治疗先要辨别虚实，虚证多
因阴血不足所致。实证多为肝郁化火、痰热内忧、胃气不和所

参考文献：
[1]田德禄.中医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25
[2]范炳华.推拿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214
[3]石学敏.针灸治疗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91

致。按摩治疗具有调和气血、宁心安神的作用。而体感音乐疗
编辑：董然

法是在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新崛起的具有广阔前途的治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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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刺四缝穴佐治婴幼儿腹泻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nfant diarrhea by pricking Sifeng
马素花 潘咏梅
（安徽省五河县中医院，安徽
中图分类号：R442.2

五河，2333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43-02

【摘 要】 目的：探讨应用点刺四缝穴治疗婴幼儿腹泻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从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 月收治的 200
例腹泻患儿做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00 例。对照组患儿采取常规西医治疗方法，观察组患儿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
上，配合点刺四缝穴。对比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与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无并发症与
不良反应发生。结论：应用点刺四缝穴治疗配合西医常规治疗婴幼儿腹泻临床较好，患儿术后恢复快，缩短了病程，无不良反应
与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点刺四缝穴；婴幼儿腹泻；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ricking Sifeng on treating infantile diarrhea.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2, 200 cases of diarrhea were treated and as the object of study.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ach for 100 cases.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he observation was treated with pricking Sifeng based o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with no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reactions. Conclusion: Pricking Sifeng plus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has good effect on treating infantile diarrhea, faster postoperative recovery in children; shorten the course of
disease, no adverse reactions and complication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Pricking Sifeng; Infant diarrhea;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23
由于多因素、多病原引发的婴幼儿大便次数增多或性状改
变为特点的消化道病症称之为婴幼儿腹泻，是婴幼儿常见多发
疾病。发病年龄多为 2 岁以内婴幼儿，病症类型分为感染性与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参照 1986 年全国第二届小儿腹泻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1]，

非感染性两种，症状表现主要是呕吐、腹泻、尿少、食欲降低，

患儿均有发热、恶心呕吐、脱水、食欲不振、大便中未检测出

重症者有显著脱水现象、电解质紊乱与全身中毒症状。常规西

红细胞、巨噬细胞与脓细胞、便中细菌培养呈阴性。排除肠道

医治疗疗程较长，效果不明显。我院于 2011 年 1 月开始应用

寄生虫病、阑尾炎、肠梗阻与细菌性肠炎患儿。

点刺四缝穴治疗婴幼儿腹泻，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现报道

1.2 一般资料

如下。

选取我院从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 月收治的 200 例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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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患儿做为研究对象。患儿均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其中男 95 例，
女 105 例；年龄为 7 个月～2 岁；病程 1～7d 左右，平均（3.2
±2.2）d；喂养方式为母乳 70 例、人工 80 例或人工加母乳混
合 50 例；大便性状为水样 60 例、蛋花状 70 例或粘液状 70 例；
日均大便次数为 4～5 次 40 例、6～11 次 100 例、12 次以上 60

3

讨

论

腹泻为婴幼儿的常见多发病，婴幼儿腹泻中的轮状病毒性
肠炎、非感染性腹泻、慢性与迁延性腹泻，常规给予西医治疗
方法，疗程较长，效果不理想。西医常规治疗主要原则是调节

例，患儿血常规检测白细胞为（4.1～10.0）×109/L，淋巴细胞

饮食、纠正与预防脱水现象，对于急性腹泻患儿注意补充水分

占比高于 50%，中性粒细胞占比约为 40%，血小板正常，血红

与调节电解质平衡，抗病毒感染；慢性与迁延性腹泻患儿注意

蛋白为（76～121）g/L。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两组，

改善肠道菌群与饮食合理安排[3]。由人工喂养的患儿多数营养

每组 100 例。两组患儿年龄、性别与临床症状上差异不统计学

不良且体质较弱：①患儿胃液酸度较低，减弱了胃杀菌作用，

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胃液与十二指肠液中的酵母菌与细菌增多，导致腹泻；②患儿

1.3 治疗方法

机体免疫下降，消化道与呼吸道反复感染，长期服用抗生素药

1.3.1 对照组

物导致肠道有益菌失调，伴有呕吐、发热与腹泻症状，造成患

调节患儿饮食、抗病毒感染、补充体液与电解质、改善肠

儿营养不良[4]。传统中医认为治疗婴幼儿厌食的最佳穴位是四

道微生态系统、保护肠粘膜、补充维生素与微量元素等西医常

缝穴，针刺四缝穴可以消食导滞、益气补血、退热除燥、调节

规治疗方法。

五脏功能；四缝穴是经外奇穴，点刺可以催进胃畅通，调节脾

1.3.2 观察组

胃功能，达到以通为补的治疗效果[5]；相关研究显示，点刺四

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应用点刺四缝穴辅助治疗。操

缝穴可以提高血清钙与磷的血液占比，降低碱性磷酸酶的活

作方法：选取指关节的中央点位于第 2～4 指掌侧近端；75%

性，有利于患儿的骨骼发育与成长；亦可提高肠道内胰蛋白酶、

的酒精棉签或碘伏消毒，并做好皮试准备；伸指仰掌，固定好

胰脂酶与胰淀粉酶的含量，促进消化[6]。

手指，皮肤局部消毒后应用一次性针头迅速浅刺与点刺，深度

我院通过对观察组患儿采取西医常规治疗，调节患儿饮

大约 0.5～1mm，挤尽黄白色透明黏液与鲜血，可单手点刺亦

食、抗病毒感染、补充体液与改善电解质平衡、调整肠道微生

可双手均行点刺，亦可交替点刺双手，通常 1 次见效，不满意

态系统、保护肠道粘膜、补充维生素与微量元素的方法，结合

可 2～3d 重复治疗，约 1～3 次有效。

点刺四缝穴辅助治疗，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98%，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 78%，临床应用取得较好的效果。

1.4 疗效判定标准
[2]

依据《中国腹泻病诊断治疗方案》制定标准 ：①婴幼儿

综上所述，应用点刺四缝穴治疗配合西医常规治疗婴幼儿

急性腹泻：显效：治疗 3d 内症状消失，大便次数与性状恢复

腹泻临床疗效较好，患儿术后恢复快，缩短了病程，无不良反

正常。有效：治疗 3d 内症状显著改善，大便次数与性状有好

应与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转；无效：3d 内症状、大便次数与性状均无变化或恶化。②婴
幼儿慢性与迁延性腹泻：显效：治疗 7d 内症状消失，大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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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观察组

100

78（78）

对照组

100

60（60）

无效

总有效

20（20）

2（2）

98（98）

18（18）

22（22）

78（78）

作者简介：
马素花（1972-），女，汉族，五河县人，本科，主治医师。

2.2 两组患儿治疗中不良反应与并发症发生情况
观察组患儿应用点刺四缝穴辅助治疗，消毒与治疗过程未
现不良反应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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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臀上皮神经痛 27 例
Treating 27 cases of clunial neuralgia by acupuncture
黄 伸
（南京市江宁医院，江苏 南京，2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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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伯灵主任用针刺治疗臀上皮神经痛简单、疗效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针刺；TDP；臀上皮神经痛
【Abstract】 Director HUANG Bo-ling treating clunial neuralgia by acupuncture is simple and effectiv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Acupuncture; TDP; Cutaneous neuralg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24
臀上皮神经痛又称臀上皮神经卡压综合征，颇与祖国医学

第 1 针的外侧刺入同样深度的第 2 针、
第 3 针，
深度应达到 50～

“筋出槽”症状相合。其临床表现主要为患侧腰臀部疼痛，以

60mm；在此 3 针的下方 2～3cm 处，再各刺 1 针，深度略浅于

髂骨嵴中部附近较明显，可向大腿后外侧放射，但疼痛一般不

前 3 针；用 0.25mm×45mm 1.5 寸毫针在两侧肾俞各刺 1 针，

超过膝部。家父黄伯灵主任中医师，为南京市名中医，在南京

再用 0.3mm×75mm 3 寸毫针在环跳穴处斜刺入 1 针；最后用

市中医院从医 30 余年，著作颇丰，自己闲暇时前往其所开的黄

0.25mm×45mm 1.5 寸毫针在患侧委中、承山各刺 1 针，可不

伯灵中医诊所学习，亲眼见其多年来用针刺治疗臀上皮神经痛

用任何提插手法，亦无需行针，留针 30min。针刺同时用 TDP

之优异疗效，现将其近年来治疗并经电话随访的病例介绍如下。

照射臀部针刺区，温度以舒适为宜，照射时间为 30min。两组

1

病人均治疗 5 次，第 1、第 2 天每天治疗 1 次，第 4、6、8 天

临床资料

隔天各治疗 1 次。配合口服英太青组：英太青（双氯芬酸钠缓

27 例中男 8 例，女 19 例，年龄 40～68 岁，平均 54 岁，

释胶囊）
，由中国药科大学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每日 2 次饭后

病程最短 3d，最长 3 个月，平均 1.5 个月，均为单侧疼痛。其

15～30min 口服，每次 50mg（1 粒）
。

主要症状：腰臀部疼痛，主要位于髂嵴中部及其偏下方，可向

3

髋部及大腿后外侧弥散或牵涉作痛，髂嵴及骶棘肌交界处压

疗效标准

痛，髂前上棘与髂后上棘连线中点下方 2～4cm 处深部软组织

分治愈、显效、无效三级。治愈：腰臀部疼痛、压痛均消

可能扪及条索状活动性包块，按压包块有可能出现压痛。直腿

失，活动自如，日常生活工作恢复正常。显效：腰臀部疼痛消

抬高试验可有轻度受限，加强试验阴性。

失，压痛减轻，活动度较前好转，日常生活工作能力较前改善。

2

无效：治疗前后症状体征无明显变化。

治疗方法

4

共有两种，①针刺加 TDP（特定电磁波治疗仪照射）
。②针

治疗结果
27 例患者中针刺加 TDP 组 12 例，针刺加 TDP 加英太青

刺、TDP 照射加口服英太青。①与②中的针刺方法均相同：采
用 0.3mm×75mm 3 寸毫针，常规消毒后，从髂嵴与骶棘肌交

组 15 例，经 5 次针刺治疗后均获得治愈，治愈率 100%。两组

界处直刺第 1 针，再依据压痛区范围，以 2～3cm 的距离，在

间最先达到治愈标准的针刺次数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达到治愈标准的针刺次数比较 [n（%）]
组别

n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针刺＋TDP

12

0

1（8.3）

2（16.7）

4（33.3）

5（41.7）

针刺＋TDP＋英太青

15

1（6.7）

3（20）

8（53.3）

1（6.7）

2（13.3）

两组治愈患者平均针刺次数比较：
针刺＋TDP 组平均4.08 次，
针刺＋TDP＋英太青组平均 3 次。经统计学处理，P<0.05，说明
两组达到痊愈所需的治疗次数有显著差异，英太青组达到痊愈标
准所需针刺次数更少，这应与英太青的消炎、镇痛作用有关。
5

疗效随访

6

病案举例
患者甲，64 岁，于 2012 年 10 月就诊，主诉 10d 前跳街舞

弯腰时扭伤腰部，经休息后腰痛减轻，但右臀及大腿后上部有
牵挚样隐痛，时隐时现，时轻时重，严重时弯腰、转身均有不
适。查：疼痛位于右臀髂嵴与骶棘肌交界处，向下可触及一条
索状物，长约 2cm 左右，上下有一定活动度。家父遂采用上述

两组患者均在近期采用电话随访，平均随访时间最短 3 个
月，最长 15 个月，平均 8 个月，未发现有疼痛复发。

针法，在患者右臀部髂嵴与骶棘肌交界处向外排列连续刺入 3
针，再在前 3 针的下方条索状处同样刺入 3 针，并配合刺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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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环跳、委中、承山 3 穴，针刺同时 TDP 照烤 30min，照烤完毕，

皮神经痛出现之前，条索状物或结节状物就已存在。张巍巍[3]

同时结束针刺。第一次针刺结束，妇人即下床连做几个弯腰、

发现：这些条索状物或结节状物均为变性的纤维脂肪组织，所

转身动作，直呼“几乎已无疼痛！
”以后又连续针刺 4 次，遂

以我们认为：臀上皮神经疼痛的发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些

告治愈。半年后恰逢其女前来就诊，询问其母目前状况，其女

纤维脂肪组织与神经支的一段发生了粘连，当粘连解除、无菌

告知一切很好，未有复发。其女当即拨通其母电话，告知医师

性炎症消退，条索状物或结节状物虽然仍然存在，但疼痛却可

关询之事，其母在电话中连声称谢。

以完全消失。

7

讨

从两个治疗组的疗效比较来看，对一些需要立即缓解疼痛

论

的患者，在针刺治疗加 TDP 照射时还可配合使用英太青，但

臀上皮神经由第 1、2、3 腰神经后外侧支发出，分为外、
中、内 3 支，以中支为最长，上述神经在髂棘上方穿过背肌和

因双氯芬酸钠对胃脘存在一定的刺激，故需考虑患者的既往史
与全身情况斟酌使用。

腰背筋膜，分布于臀部上外侧及股骨大转子侧皮肤或股后部，

治疗臀上皮神经痛的手段虽然较多，如有针刀松解、手术

李思忠等[1]用解剖学观察，臀上皮神经越过髂嵴的范围约相当

切除痛性包快、温针灸、局部封闭等多种治疗方法，但采用针

于内侧半个臀宽的外 1/3 的范围内。李传夫[2]发现神经穿出处

刺治疗臀上皮神经痛的报道并不是很多[4]，家父采用上述针刺

的筋膜形态分为狭窄的裂隙和形成卵圆形的孔隙。当腰臀部扭

方法，既简单疗效又好，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伤、频繁弯腰、或突然受凉，臀上皮神经在其越过髂嵴及穿出
臀部深筋膜时受牵拉与卡压，易产生神经与周围组织的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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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担法”之意。加用英太青后更促进了炎症的消散，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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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太青本身的止痛效果，故疗效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
本文所治疗的两组 27 例患者，5 次针刺治疗结束后均对其
臀部触及的条索状物进行了门诊检查，并未发现其条索状物有
明显缩小与消失，但其压痛与臀腿症状均消失，说明臀部的条
索状物或结节样物本身并不直接造成臀上皮神经疼痛，在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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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罐结合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31 例
Treating 31 cases of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by acupuncture and cu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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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针罐结合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1 例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1 例以
针罐结合方法治疗，对照组 30 例单用西药治疗，治疗 15d 后观察两组疗效。结果：治疗组痊愈率 77.4%，总有效率 93.5%，对照
组痊愈率 43.3%，总有效率 80.0%，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针罐结合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疗效更优。
【关键词】 周围性神经麻痹；针刺；游走罐；面瘫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ombin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cupping treatment of pediatric clinical efficacy of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Methods: 61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31 cases were give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cupping, 30 pati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the treatment effects were observed after 15 days.
Results: The cure rate of treated group 77.4%, total efficiency was 93.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ure rate was43.3%, total efficiency was
80.0%.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cupuncture and cupping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peripheral facial nerve paralysis has better effect.
【Keywords】 Peripheral nerve palsy; Acupuncture; Walk cans; Facial par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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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疗方法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基础治疗，包括红外线照射、低频脉

61 例患者均来自我院小儿神经内科门诊与住院部，将符合
标准的面神经功能分级达Ⅲ级以上者，按数字随机信封法随机

冲治疗等，改善局部血循环，提高患侧肌力。
2.1 治疗组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 31 例，年龄 3～8 岁，平均
（5.34±1.56）岁，病程 1～6d，平均（3.94±1.32）d，面神经

在上述治疗基础上，给予针灸及面部走罐治疗。
2.1.1 针刺治疗

功能分级Ⅲ级 14 例，Ⅳ级 17 例；对照组 30 例，年龄 4～10

助手固定患儿头部后行针刺治疗，取百会、印堂、攒竹、

岁，平均（6.58±2.09）岁，病程 1～6d，平均（3.56±1.45）d，

鱼腰、丝竹空、太阳、四白、迎香、牵正、翳风、颊车、地仓、

面神经功能分级Ⅲ级 13 例，Ⅳ级 17 例。两组患者年龄、病程、

人中、承浆、合谷、三阴交、足三里、太冲等穴位，施以平补

面神经功能分级等，经统计学处理无明显差异（P>0.05），具

平泻手法，1 次/d，留针 30min，每 10min 行针 1 次，连续治

有可比性。

疗 15d。

1.2 诊断分级标准

2.1.2 拔罐治疗

1.2.1 诊断标准

针灸后行面部走罐治疗，先以维生素 E 胶囊 2 粒均匀地涂

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1]周围性面瘫的诊断标

在患者患侧面部，用 5 号玻璃罐，点火吸拔后，从下颌游走到

准，主要为病侧面部表情肌瘫痪，额纹消失，不能皱额蹙眉，

额部，每次走罐 3～5min，以患侧皮肤红润为度，连续治疗 15d。

眼裂不能闭合或闭合不全，闭眼时眼球向上外方转动，显露白

2.2 对照组

色巩膜，称为 Bell 征；鼻唇沟变浅，口角下垂，露齿时口角偏
向健侧，口轮匝肌瘫痪，鼓气或吹口哨漏气，颊肌瘫痪，食物
滞留于病侧齿颊间。

基础治疗外，给予静脉滴注头孢曲松、利巴韦林、维生素
C、维生素 B 等常规抗感染、营养神经治疗。
3

1.2.2 面神经功能分级标准
面神经功能分级采用目前国际公认 1984 年由 House 修订

疗效评定

3.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2]：痊愈：症状全部消失，

的标准：I 级：面部运动功能正常，没有无力及联带运动；II 级：
面部运动功能仅有轻度不对称，可能有轻度的联带运动；III

表情自如，谈笑时无口眼斜，饮食正常；显效：面部静观基

级：有明显的不对称及明显的继发性缺陷，但是额部有运动；

本正常，做轻度鼓腮或眦牙动作时有轻微口；好转：症状较

IV 级：明显不对称，无额部运动，面部无力且伴有毁容性联

前改善，但额纹消失不对称，谈笑时仍有口眼斜症状；无效：

带运动；V 级：面部仅有轻微的运动，额部无运动，面部功能

症状无改善。

没有恢复到出现继发性缺陷；VI 级：患侧面部没有任何的运

3.2 面部残疾指数（FDI）评价[3]
FDI 量表共 10 项，分为两类。第 1 类反应躯体功能，含 1～

动。

5 项，每项分 4 个等级，记分从 2～5，相应功能障碍从重到轻。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诊断标准；②病程在 6d 之内者；③能配合针灸及

第 2 类反应社会生活功能，含 6～10 项，每项分 6 个等级，记
分从 1～6，相应功能障碍从重到轻，满分 55 分。

拔罐治疗者。
1.4 病例排除标准
①患脑血管病、外伤、中耳炎、腮腺炎、颅底脑膜炎、鼻

4

治疗结果

4.1 疗效（见表 1）

咽部肿瘤等其他可引起周围性面瘫的病变者。
表 1 两组总体疗效对比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1

24（77.42）

3（9.68）

2（6.45）

2（6.45）

93.55*

30

13（43.33）

5（16.67）

6（20.00）

6（20.00）

80.00

对照组
*

2

注： 经统计学处理，x =7.756，P=0.026<0.05。

4.2 两组治疗前后 FDI 量表评分

或者寒冷刺激病史，由病毒感染而引起面神经管及其周围的

治疗组治疗前 FDI 量表评分（21.32±3.13）
，治疗后 FDI

组织的炎症、缺血、水肿，或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局部血管

量表评分（48.54±4.22）
；对照组治疗前 FDI 量表评分（19.17

痉挛，导致组织水肿，使面神经受压而出现炎性变化；本病

±3.04）
，治疗后 FDI 量表评分（33.46±3.72）
。两组治疗后比

属中医“口眼斜”范畴，多由机体正气不足，脉络空虚，

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

卫外不固，风邪乘虚而入中经络，导致气血痹阻，面部少阳

5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小儿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患者，大多有受风

脉络、阳明经筋失于濡养，以致肌肉缓纵不收而发。而针刺
局部穴位（百会、印堂、攒竹、鱼腰、丝竹空、太阳、四白、
迎香、牵正、翳风、颊车、地仓、人中、承浆），能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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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部经筋气血，活血通络，远道取穴（合谷、三阴交、足三里、

1994:24-25

太冲），可达疏通经络；面部走罐有行气活血、消肿止痛、

[3]文希,许能贵,易玮,等.中西医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研究进展[J].江西中医药,

温经散寒、舒经活络等作用。现代医学研究，二者结合，能

2011,42(7):75-77

改善自主神经功能，使患侧局部血管舒张，患侧血液循环得

作者简介：

以改善，有利于炎性水肿的吸收，从而减轻了对面神经的压
司威（1985-），男，汉族，开封市兰考县人，学士，住院医师，现工

迫，使神经功能恢复正常。针罐结合治疗小儿面神经麻痹疗
效好，见效快，无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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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加 TDP 配合埋线治疗腰痛的疗效观察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backache with the embedding of
electro acupuncture plus TDP
胡雯花
（湖南省道县道江镇医院，湖南 道县，425300）
中图分类号：R27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48-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电针加 TDP 配合埋线治疗腰痛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00 例腰痛患者，采取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治疗组采用电针加 TDP 配合穴位埋线治疗，对照组采用普通针刺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0.0%、68.0%，两组结果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且治疗组随访复发率较低。结
论：电针加 TDP 配合穴位埋线治疗腰痛的疗效较佳，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关键词】 电针；TDP；穴位埋线；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backache with the embedding of electro acupuncture plus
TDP. Methods: 10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50 cases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by the embedding of electro acupuncture plus TD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ordinary acupunctur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0%, 68%, two sets of resul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treatment group recurrence rate is low. Conclusion: Treating backache with the embedding of electro
acupuncture plus TDP has a good curative effec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Electro acupuncture; TDP;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26
腰痛是以腰部一侧或两侧、或正中疼痛为主症的一类病
证，常伴有腰部活动不利，是中医常见病、多发病。笔者于 2011

1

资料与方法

年 1 月～12 月采用电针加 TDP 配合穴位埋线治疗腰痛，病例

1.1 一般资料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

50 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可比性。详细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性别

年龄（岁）

病程

西医分型*

中医分型

男

女

寒湿型

瘀血型

肾虚型

腰肌损伤

腰椎病变

治疗组

21

29

20～73

9d～13 年

22

15

13

17

33

对照组

23

27

21～71

7d～13 年

24

14

12

19

31

*

注： 本文病例腰肌损伤主要指急性腰肌扭伤、慢性腰肌劳损；腰椎病变主要指腰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症。

1.2 治疗方法

腰夹脊穴；委中穴直刺 1～1.5 寸；腰痛点穴向掌中斜刺 0.5～

1.2.1 治疗组

0.8 寸；寒湿型加腰阳关穴、肾虚型加命门穴、瘀血型加膈俞

操作方法：①电针：腰部膀胱经第一侧线穴透刺同水平线

穴；得气后，接通华佗牌电针仪，选疏密波，电流以病人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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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度，时间为 30min。②TDP：电针后，用 TDP 治疗仪照射电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标准制定。临床治愈：腰部

针处上方，时间与电针一致，温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③埋线：

疼痛消失，腰部活动功能正常，能恢复工作。好转：腰部疼痛减

每次酌情选取腰部膀胱经第一侧线穴 4～6 个，在局部点出定

轻，腰部活动功能有一定限制。无效：治疗后疼痛无减轻，体征

位点；使用一次性专用埋线针，将灭菌后的羊肠线，用无菌生

无改善者。总有效率＝[（治愈例数＋好转例数）/总例数]×100%。

理盐水冲洗后，剪断成 1cm 左右，穿入埋线针；常规皮肤消毒，

1.4 统计学方法

将针快速刺入穴位，稍作提插捻转，得气后，将针芯下压推入

采用 SPSS15.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羊肠线，快速出针，针孔贴上创可贴。④疗程：电针加 TDP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用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治疗，1 次/d，7d/疗程，疗程间休息 3d，3 个疗程/月。穴位埋

义。

线治疗，1 次/10d，1 次/疗程，3 个疗程/月。⑤以上操作俯卧
位或侧卧位，可根据病痛选取穴位数或单双侧穴，严格消毒。

2

结

果

2.1 总有效率对比

1.2.2 对照组

1 个月后（治疗 1～3 个疗程）进行疗效评估，分别统计两

采用普通针刺法，基本同治疗组的电针取穴、疗程、体位，
酌情施用补泻手法，每 5min 运针 1 次，留针 30min。

组结果，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

1.3 疗效标准

差异（P<0.05）
。详细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对照组

临床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例数

治愈率

例数

好转率

例数

无效率

例数

总有效率

50

30

60.0

15

30.0

5

10.0

45

90.0*

50

18

36.0

16

32.0

16

32.0

34

68.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随访复发率对比

两组复发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详细见表 3。复发率

对临床治愈的患者分别进行 3 个月、6 个月、1 年随访，

＝复发例数/治愈例数×100%。

表 3 两组复发率对比（n，%）
组别

随访 3 个月复发

临床治愈
例数

例数

随访 6 个月复发

复发率

例数

随访 1 年复发

复发率

例数

复发率

*

3

10.5*

5

27.8

*

1

3.3

3

16.7

治疗组

30

0

0.0

对照组

18

1

5.6

*

注：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本文腰痛病例，中医学是指因寒湿侵袭，腰部外伤、劳损
而致气血瘀滞不通，导致“不通则痛”；及肾虚失养，督衰骨
弱，导致“不荣则痛”。笔者采用电针、TDP、穴位埋线三联
治疗，可有效的解除腰部无菌性炎性、水肿和致痛物质的刺激，
以祛寒化湿、活血化瘀、益肾壮腰，达到“通则不痛”
、
“荣则
不痛”之效。
取穴具体原理分析如下：①电针即针刺加电刺激，两者相
得益彰，加强了对穴位的刺激，结合了针刺与交流脉冲电流的
双重作用，选用疏密波是因其更侧重于镇痛消炎以及减低肌张
力。腰部穴位采用了透针刺法，具有一针多穴、针感强、传导
快的优点；取穴上体现了“以痛为腧”
、
“经脉所过，主治所及”、
“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规律，是局部、循经、远端、特殊
取穴的结合。②TDP：不仅能温热通经，还能增加患者体内脑
啡呔的分泌，有持久镇痛的作用。③穴位埋线：对穴位产生一

治法的缺陷，突出了联合治疗的优势，体现了祖国医学的特色，
近远期疗效较佳，经济安全，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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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缓慢、柔和、持久、良性的“长效针感效应”，长期发挥疏
通经络的作用，巩固疗效。
总之，电针加 TDP 配合穴位埋线治疗腰痛，克服了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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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青主女科·种子》治脾思想浅析
Thinking analysis of treating spleen in infertility chapter of Fuqingzhu Nvke
陈佩玲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广东 广州，5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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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傅青主女科》一书在中医妇科中影响深远，其中的种子门，论治不孕诸症，别具特色。现对种子篇中治脾思想
相关内容作浅析，从健脾胃，调阴阳气血、固冲任督带、化痰饮水湿，及用药重视健脾之味等方面探讨其思想精髓。
【关键词】 《傅青主女科》
；不孕症；脾胃
【Abstract】 Fuqingzhu Nvke has a great influence in TCM Gynecology, in which the opinion and treatment is distinctive in the
Infertility chapter. Through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bout the content of treating the spleen in the infertility chapter,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and stomach to regulate Yin Yang and Qi blood, to consolidate Chong Rendudai and to transport water
wet phlegm as well as emphasizing using the prescription enhancing splee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soul in Fuqingzhu Nvke.
【Keywords】 Fuqingzhu Nvke; Infertility; Spleen and stoma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27
傅青主是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其所著《傅青主女科》一书，

气血和平，为受孕之基础。”《景岳全书》也提出：“凡男女胎

理法严谨，方药简析，辨证论治，不落窠臼，在中医妇科的发展

孕所由，总在血气。”可见，若身体盛壮，阴阳和平，气血平

上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试就其《种子篇》治脾之思想浅析如下。

调，自然易于受孕。

1

重视扶脾益气思想

对于脾胃虚寒、中阳不足所致胸膈胀满，少食作呕不孕者，
傅氏认为脾胃虚寒是由于命门之火与心包之火不足。“脾土为

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傅氏上宗灵素，下理诸

肾火所生，胃土为心火所生，今母不旺而子必弱，母不热而子

家，将脾胃学说充实于妇科，在种子篇中将扶脾益气思想亦得

必寒。故欲使脾胃健，中阳复，除急温补脾胃外，还必须补心

到充分发挥。

肾之火，立温土毓麟汤主之。”方中以白术、人参、山药健脾

《女科正宗》云：
“男精壮而女经调，有子之道也。
”中医

益气，神曲和胃调中，巴戟天、覆盆子补命门与包络之火，使

学认为肾藏精，主生殖，为先天之本；而同时胃主受纳，脾主

得阴阳气血平和，药味虽少而配伍精当。

运化，共为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肾中精气有赖于脾的

2.2 健脾胃，固冲任督带益种子

培育补充才能化源无穷，生生不息。故脾肾同治，先后天同补，

“冲为血海”
，为“十二经之海”
，广聚脏腑之血，隶于阳

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故傅氏指出：“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

明。“任主胞胎”，为“阴脉之海”，总司精、血、津、液等。

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也是

督脉总司一身之阳，带脉约束诸经，调摄气血。若脾胃健运，

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
”又云：
“脾胃之气，虽充

统摄有职，则能调节一身阴阳脉气的平衡协调。

于脾肾之中，实生于两肾之内。无肾中之水气，则胃之气不能

对于“妇人有少腹之间自觉有紧迫之状，急而不舒，不能

腾；无肾中之火气，则脾之气不能化。”可见，若肾中水火不

生育者。”此为带脉拘急所致，但其根本在于脾胃气虚。傅氏

足，必然致脾胃之气不能升腾，肾气愈虚，难于受孕。因此，

认为“脾胃气虚，则腰脐之气不利，腰脐之气主带脉与胞宫，

傅氏强调补气温阳，健脾助孕，成为治疗不孕的一大特色。

其气闭则带脉急而胞宫合，而带脉宜弛不宜急，胞宫宜启不宜

此外，傅氏推崇并承袭张景岳“人得天地之气以有生，而

合。”故立宽带汤而利腰脐，腰脐可利，带脉可宽，自可以载

有生之气即阳气也”之说，主张以气为主，以气生血，以气行

物而胜任，而不难于孕育。方中巴戟天、补骨脂、杜仲、熟地

血，从其《种子篇》中补气药（以人参配伍白术健脾益气居多）

黄、肉苁蓉皆为暖肝肾之药，实是温三脉、启胞宫之品；人参、

明显多于补血药中可见他倡导补气扶脾为先的思想。正所谓，

白术健脾胃以利腰脐；麦冬、当归、白芍、五味子皆养阴之品，

“血为有形之物，难以速生，气乃无形之物，易于速发，补气

既能补血使挛缩伸达，又能以酸平木使之不克脾土，可谓照顾

以生血，尤易于补血以生气也。”

周全，配伍精当。

2

种子篇中的治脾思想运用

2.1 健脾胃，调阴阳气血壮胞宫
《褚氏遗书》问子篇中记载：“合男女必当年……皆欲阴
阳气血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阴平阳秘，

2.3 健脾胃，化痰饮水湿利胞脉
脾主运化水湿和水谷精微，若脾失健运，脾阳失于温煦，
不能通调水道，水湿内停，聚液成痰，痰湿壅阻胞宫，气血不
能下注胞宫，则影响受精，不能成孕。湿性粘滞，湿邪重浊，
寒与湿互结，易客于冲任，血为寒凝，滞于血海，经闭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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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浊下注，则大便不实，白带量多，婚后不孕。
若“身体肥胖，痰涎甚多，不能受孕者”，傅氏认为“湿

纳食不馨。种子篇中多见有益肾精之品，其大多滋腻呆滞，傅
氏在遣方用药上多加入白术、香附等益气健脾之品。据记载，

盛者多肥胖，肥胖者多气虚，气虚者多痰涎”，此乃形有余而

《傅青主女科》种子方中，应用白术有 9 处，且用量较重，其

气不足，外似健壮，内实虚损。因此，治疗本病必需泄水化痰，

中一两以上 5 方，五钱以上 8 方，又强调土炒，其目的在于益

然不绝痰源，终是化痰无功，故当急补脾胃，则阳气旺，痰湿

气健脾，资助气血生化之本，也使得药力运行无碍，气血通调，

去，孕可成矣。方用加味补中益气汤治疗，即补中益气汤与二

源足流畅，于氤氲之候，顺而施之，则可成孕。

陈汤的合用。前者绝生痰之源，后者化已成之痰，两方相合，
健脾化痰祛湿而助孕。
3

参考文献：
[1]傅山,欧阳兵.傅青主女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用药重视健脾之味，炮制得当
“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的大源也。
”而“脾者，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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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病传变规律
The transmission rules of exogenou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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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伤寒、温病外感病的传变规律作了详细探讨，认为《伤寒论》是按“病发于阳”
“病发于阴”规律传变的，
而《温热论》的卫气、营血传变则属于《伤寒论》“病发于阳”的层次，《温疫论》和《湿热论》邪入中焦的传变规律则属于《伤
寒论》
“病发于阴”传变规律层次。
【关键词】 外感病；病发于阳；病发于阴；卫气营血；邪入膜原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of typhoid fever, epidemic febrile disease exopathic disease transmission rules,
Think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is based on “disease from Yang and disease from Yin” law of transmissio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Wei Qi, Ying Xue Chuan Bian belongs to the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disease from Yang” level, Treatise on pestilence and
Damp-heat theory Xie Ru Zhong Jiao transfer rules are belong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disease in the Yin” transmission rules
hierarchy.
【Keywords】 Exogenous disease; Disease from yang; Disease from Yin; Wei Qi Ying Xue; Evil into the fil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28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所谓规律，就是指事物发展
的必然趋势，包括开始、发展变化及预后。所以事物的发展规
律，必须有先后次序，体现出发展过程的层次性，要条理清楚，

理论指导下详细论述了外感病的传变规律，现阐述如下。
1.1 “病发于阳”太阳阳明病传变规律
外感病从皮毛逐次传入腑脏，这是外感病的普遍规律，如

逻辑性强，才具有可行的操作性。就外感病来说，如《素问》

《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说：
“一者，经络受邪，入

和《伤寒论》的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主

藏府，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

时阶段，就体现了表、里及病发阴、阳的层次。叶天士《温热
论》论温病有卫分、气分、营分、血分 4 个阶段，体现了疾病
由浅入深的病位层次，属于《伤寒论》“病发于阳”的层次。
吴又可《温疫论》和薛生白《湿热论》邪发膜原传变规律则属
于《伤寒论》“病发于阴”传变规律层次。现将外感病传变规
律论述如下。
1

为外皮肤所中也。
”
张仲景首先论述得外感病的条件是正气内虚，若正气不
虚，“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不病，所谓“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也。正气不太虚，即便是外感“客气邪风”，也
只是皮肤受邪，仅在血脉流传，使四肢九窍闭塞不通，病在
人体外壳。如果体虚重了，由皮肤传入经络受邪，进一步传

《伤寒论》传变规律
张仲景《伤寒论》是中医第一本外感病专著，他在《内经》

入脏腑，则病重难治了。所以《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
并治》说：“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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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邪入于府，即不识人；邪入于藏，舌即难言，口吐涎。”所

则顺传于胸中气分，不解再传于腹部肠胃，在胸不顺传则逆传

以张仲景提出首先是养生防病，即使得病了，也要早治。如

心包营血。

《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说：
“若人能养慎，不令

《辨脉法》说：
“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

邪风干忤经络……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若

腰痛、胫酸。
”
《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说：
“阳病十

受了邪风要早治，“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

八……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
”图示如下。

肢纔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治疗必须明理，首先抓“生之本”之阴阳，阴阳根据其量分
为三阴三阳六经，三阴三阳上奉天之阴阳—风寒暑湿燥火，
内应人之阴阳—脏腑经络，故《伤寒论》以三阴三阳六经为
目而论外感病。
柯韵伯在《伤寒论翼•太阳病解第一》中说：
“人皆知太阳
经络行于背，而不知背为太阳之所主。竞言太阳主营卫，而不
究营卫之所自。祗知太阳主表，而不知太阳实根于里。知膀胱
为太阳之里，而不知心肺是为太阳之里。因不明《内经》之阴
阳，所以不知太阳之地面耳。《内经》以背为阳，腹为阴，五
脏以心肺为阳，而属于背，故仲景以胸中、心下属三阳；肝脾
肾为阴而属于腹，故仲景以腹中之症属三阴，此阴阳内外相输

图 1 “病发于阳”病传示意图

之义也。营卫行于表，而发源于心肺，故太阳病则营卫病，营
卫病则心肺病矣。
”柯氏并说“心主太阳”
，心应夏。柯氏此言

又太阳心主营、血，阳明肺主卫、气，外感在表必伤营卫，

极是，《内经》此说见于《素问•金匮真言论》。不过我们得补

不解则顺传于胸中肺心，在胸肺气分不解，则顺传肠胃形成“胃

充说，不只是太阳主表主背，阳明亦主表主背。
《素问•天元纪

家实”
，若不顺传则逆传心包。

大论》说：
“阳明之上，燥气主之。
”燥乃秋气，应于肺金，肺

《灵枢•大惑论》说：
“邪气留于上焦，上焦闭而不通……

主皮毛主表，故《素问•金匮真言论》说：
“背为阳，阳中之阳

卫气留久于阴而不行。
”又说：
“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

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
”又说：
“夏病在阳，秋病在阳。
”

而心肺虚。虚则营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
”
《素

所以《伤寒论》称麻黄汤证是太阳阳明合病。《伤寒论》第 7

问•调经论》说：
“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

条所谓“病发于阳”，即指主背阳的太阳阳明发病。因为心肺

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
” 喜忘是蓄血证之一，即《普济本

在胸中，故知胸中心肺为太阳阳明之里。心主营，肺主卫，故

事方》说的，气壅滞于上焦，则血瘀于下焦。由于营卫久留于

柯氏说营卫病，即是心肺病。所以病在太阳阳明之表不解，则

下，运行留滞而成血瘀。膻中即心包络，心、心包络与小肠互

顺传太阳阳明之里胸中心肺心下。又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为影响，可知“上焦不通”可导致小肠壅滞而成蓄血证。《伤

说：“天气通于肺。”《素问•五脏别论》说：“夫胃、大肠、小

寒论》第 124 条说“表证仍在”则“邪气留于上焦，上焦闭而

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

不通”
，
“气并于阳”则“发狂”，
“营卫留于下”而不行则“瘀

藏。” 所以是肺的宣发与肃降在决定着腑道的“通”“降”生

热”生为“热在下焦”
。
《灵枢•痈疽》说：
“营气稽留于经脉之

理功能，一旦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失常，就会发生“胃家实”

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

（注意是“胃家”
，包括上面的五腑，不独指胃）
“脾约”的病

故热。
”
《辨脉法》说“营卫不行，血凝不流”
。
《金匱要略》说

变。无论是伤寒，还是温病，都能使肺之宣发、肃降功能失常

“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
。所以就会产生瘀血。
《普济本事方》

而发病，所以叶天士、王孟英说“不从外解，则里结而顺传于

和《灵枢•大惑论》都对这种病理作了阐述，应该是非常清楚

胃”
（
《外感温热篇》
）
。

了。

人感受外邪则“病发于阳”，属于太阳阳明病，感受寒邪

从我们发表的用五运六气理论解读《伤寒论》的诸多文章

则起于皮部，感受风邪则起于肌部，在体表外壳不解，则顺传

来看，我们首先从天人合一整体的观点应用了形象思维模式，

于胸，在胸或传胁膈、心下，或传肺、心包、心，或传咽、鼻，

在自然界有天象、气象、物象，在人有病象、脏象。在此基础

如果导致肺的宣发、肃降失调，在外则出现体表外壳十二经脉

上进一步又用逻辑思维模式，严密地创建了系统医学“中医太

疾病，在内则顺传肠胃出现“胃家实”
、
“脾约”或蓄血、热入

极三部流经体系”
，其中有阳仪系统、阴仪系统及“病发于阳”

血室等，或横结膜原，如果误用下法可以导致结胸及痞证等，

天部系统、
“病发于阴”地部系统。张仲景《伤寒论》
“病发于

如果传膈不解导致横膈膜呼吸不用则死。这一传变过程华佗说

阳”的传变方式，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有极强

的简单明了，孙思邈《千金要方》引华佗说：夫伤寒始得，一

的临床实用性。所以《伤寒论》完全继承了《内经》“整体”

日在皮……若不解者，二日在肤……至三日在肌……至四日在

理论思维模式，决不是“个体”案例纲领模式，因此不能用方

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其传变过程是从皮传肤，传肌，

证相应方式学习《伤寒论》，必须用逻辑思维模式学习《伤寒

传胸，传腹部肠胃，正是《伤寒论》论述的传变过程。《伤寒

论》
。

论》将其概括在太阳病篇，以“病发于阳”
“病发于阴”论之，
太阳阳明合病、并病在皮部，伤寒在皮部，中风在肌部，不解

日本江部先生所著《经方医学》
（
《经方医学》第一卷第 70
页，学苑出版社，2010 年）则错误地认为“病发于阳”是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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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部”
、
“病发于阴”是发于“肌部”
，所以得出了错误的“伤

病等之别。
“表气微虚”邪从外入，
“里气不守”邪乘虚直中于

寒论式传变”结论，见下图。

里。“病发于阴”包括腹部中焦、下焦，《辨脉法》说：“中焦
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
若卫气前（按：前训剪断，不通也）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
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藏府，热气所过，则为痈脓。
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嚏而出之，
声嗢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阳
俱厥，脾气弧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
脐筑湫痛，命将难全。”所以“病发于阴”大概有以下方面的
病：①心中惕然而栗。②寒水上逆发奔豚气。③足膝逆冷。
④大小便失禁。⑤三焦混乱，内外不同。三焦混乱证有：①上
焦怫郁不通，内热熏灼，口腔牙龈糜烂。②中焦失司，胃气上
逆，脾不运输，营卫不通调，而血瘀内阻，气血不流注。卫气
不通，则小便黄赤，邪热侵入经络，必然腐肉烂为痈脓。《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
也。”营气不通，阳气内郁，不卫外而厥逆，不能为阴之使，
客邪则入内，被上逆阴气驱逐而打喷嚏，声音混浊，咽部噎塞，
大便下血如豚肝状。如果阴阳俱厥，脾气衰败，则五液尽泄于
下。③下焦失摄约，大小便失禁。病情严重，则黄庭太极元气
衰亡，命则难保。

图 2 错误的“伤寒论式传变”图

皮部、肌部的风寒邪气不可能直接传入心下，再由心下传
入肠胃，实际是从皮肌部传入胸肺，胸中大气不行，肺失宣发
和肃降，才导致心下和腹部胃家实等诸病证的出现。
日本江部先生的《经方医学》在日本影响很大，并已翻译
成中文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故有必要加以纠正，以免贻害
后学。“病发于阳”和“病发于阴”是江部先生写作《经方医
学》的纲领，因为其“病发于阳”是发于“皮部”
、
“病发于阴”

图 3 “病发于阴”病传示意图 1

是发于“肌部”的假设结论是错误的，故全书的基本论述都错
了。但其图示方式是好的，值得我们学习。
“病发于阳”者，病在太阳阳明，太阳心主营血，阳明肺

表热证
里热证
动血证

寒证

表寒证
里寒证

少阴

主卫气，营卫病则心肺病，心肺病则营卫亦病。如果肺的宣发、

病发于阴

肃降失调或心包淤滞，在外则出现体表外壳十二经脉疾病，在

少阳
太阴

内则顺传肠胃出现“胃家实”或“脾约”，或横结膜原，或蓄
血、蓄水、热入血室，
《内经》和张仲景等古人多有论述。
《金

暑热湿寒
四气直中

匱要略》中《中风历节》
、
《血痹虚劳》
、
《水气》等篇即论述此

厥阴

等疾病。
1.2 “病发于阴”太阴少阳病传变规律
《伤寒论》：温病从口鼻传入。《伤寒论》：霍乱病即是从

表证
下寒上热证
热证
寒厥
厥证
热厥
厥热往来

图 4 “病发于阴”病传示意图 2

口直接传入肠胃。《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说：“阴
病十八……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

热证

2

《温热论》传变规律

《辨脉法》说：
“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
故使邪中于阴也。……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

《温热论》说：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再论

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混，内外不通。
”
《伤寒论》：

三焦不得从外解，必致成里结。里结于何？在阳明胃与肠也……

“病发于阴”病邪有寒燥、寒湿、湿热等杂气之分。病种有太

其地位处于中……必验之于舌……慎不可乱投苦泄。其中有外邪

阴少阴病、太阴阳明病、太阴少阳病、少阳阳明病、少阳太阳

未解，里先结者，或邪郁未伸，或素属中冷者，虽有脘中痞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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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宜从开泄，宜通气滞以达归于肺，如近世之杏、蔻、橘、桔等，
是轻苦微辛，具流动之品可耳。……其脐以上为大腹，或满或胀

《温疫论》认为，温疫“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

或痛，此必邪已入里矣，表证必无，或十只存一，亦要验之于

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

舌。……温热之病，看舌之后，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龈为胃

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

之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
”

“凡邪在经为表，在胃为里，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

王孟英说：“温邪始从上受，病在卫分，得从外解，则不

所，故为半表半里”
，
“至于伏邪动作，方有变证，其变或从外

传矣。……不从外解，必致里结。是由上焦气分以及中下二焦

解，或从内陷。从外解者顺，从内陷者逆。更有表里先后不同：

者为顺传。惟包络上居膻中，邪不外解，又不下行，易于袭入，

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

是以内陷营分者为逆传也。……邪从气分下行为顺，邪入营分

而不表者，有表里偏胜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而再表者，有

内陷为逆也。
”

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而又分传者。”此即吴又可温疫九传
法。图示如下。
3.2 薛生白《湿热论》论直中
《湿热论》认为湿热病起初受病部位多在膜原，谓“湿
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膜
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腑，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之半
表半里也。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而其病
机中心在中焦脾胃，谓“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湿热病
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其传变规律是：“病在二经之表者
（所云表者，乃太阴阳明之表，而非太阳之表。太阴之表，
四肢也，阳明也；阳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多兼少阳
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中气实则病在
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
热两合，其病重而速”，“湿热一合，则身中少火悉化为壮
图 5 营卫气血病传图

温邪必伤秋冬阴仪阳明少阴系统，阳明指肺系统，肺胃一

火”，于是激起三焦相火“上下充斥，内外煎熬，最为酷烈”，
而变证蜂起，险象丛生。若“湿多热少，则蒙上流下”，
“有

体。温邪从口鼻而入，或入于肺，或入于胃，或传少阴肾。可

湿无热，止能蒙蔽清阳，或阻于上，或阻于中，或阻于下”，

包括呼吸系统、肠胃系统及肾系统在内。日本源元凯在《温病

“湿热俱多，则下闭上壅，而三焦俱困”
（见第 11 条自注），

之研究》中就认为温邪分传胃、肾二脏 。日本高岛久贯在《泻

“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

疫新论》中认为泻疫无表证，多直中中焦，故多用硝、黄下法[2]。

充斥肆逆”。

[1]

于此可知，《温热论》的卫气营血传变规律乃属于《伤寒
论》
“病发于阳”的层次，是对《伤寒论》
“病发于阳”传变规
律的发展。
3

《温疫论》和《湿热论》直中传变规律
吴又可《温疫论》和薛生白《湿热论》则直论邪入中焦的

传变规律。
3.1 吴又可《温疫论》论直中

图 7 《湿热论》病传图

由上述可知，
《温疫论》和《湿热论》的传变规律属于《伤
寒论》
“病发于阴”传变规律层次。
参考文献：
[1]源元凯.吴又可学术研究:温病之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8:38
[2]高岛久贯.吴又可学术研究:泻疫新论[M].学苑出版社,2008:199
图 6 《温疫论》病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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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宗海论治痢疾思想探析
Analysis of treating dysentery of TANG Zong-hai
乔 靖 林 亮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510405）
中图分类号：R2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55-02

【摘 要】 唐容川对于痢疾的辨证治疗颇有心得体会，在其著作中多有体现。他以仲景治痢之法为指导思想，临床运用注重实际
依据，不人云亦云，善于触类旁通，借鉴类似疾病治疗方法，灵活运用。临证治疗以气血分病因，治以肝肺，中病即止，不妄克伐。
【关键词】 痢疾；唐宗海；治疗
【Abstract】 TANG Rong-chuan has many experiences for treating dysentery by differentiation therapy, and reflected in his many
writings. He takes the methods for treating dysentery of ZHANG Zhong-jing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the clinical use of pragmatic basis,
Does not blindly follow others, good at learn by analog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use. Clinical treatment divided etiology by Qixue, treatment
with liver and lung, discontinued in the medium term, not excessive.
【Keywords】 Dysentery; TANG Zong-hai;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29
唐宗海（1851～1908 年）
，字容川，四川彭县人，
“中西汇

木不受，郁郁生火所致。唐容川治疗痢疾多宗仲景之法，以泻

通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缘于其父体弱多病而立志习医，深

湿清热法治之。仲景治痢又有以温药桃花汤治之，唐氏推其意

得《内经》、仲景书之旨，在此基础上独辟蹊径，形成具有其

为病久则热随脓血而泻，实变为虚，故急以桃花汤温涩。但唐

特色的治疗理论，对于医学知识其融会贯通，尤其在痢疾的治

容川同时提出“止后便当涤除余病，无以涩伤气，无以燥伤阴

疗方面颇具特色。

也。”脓血是伤阴病，治疗中少用干姜，以免耗阴伤气。历代

痢疾古书中多称为“肠癖”
、
“滞下”
、
“下痢”等，该病名

医家见痢证患者噤口便以为是中寒所致，唐容川仿霍乱病机认

首见于《济生方》，是一种肠道传染性疾病。临床以发热、腹

为痢疾乃是上闭下滞，热结于中，上下不开所致，提出中和之

痛、里急后重、大便脓血为主症。中医学对该病的认识由来已

法与霍乱的治法相似。以寒凉治之，生姜泻心汤去干姜，或以

久，
《内经》认为该病多由于饮食起居不慎导致脏腑功能所致，

人参白虎汤为佳。

历代医家多有论述及发挥，唐容川对痢疾治疗颇有心得体会，

2.2 病在脾，从肝肺论治

在其《血证论•便脓》中可见一斑，后又将治疗经验总结为三

医家多言：凡泻泄皆脾胃所主，痢亦泄泻之类，何以不主

字诀，简练易记，现将唐容川对痢疾治疗的认识进行整理，并

脾胃哉？唐氏认为痢疾虽关脾胃，而要以肝肺为主，乃得致病

期对后世治疗痢疾提供参考。

之源。《痢症三字诀》：“致痢之由实不责脾而责在肝肺，肺金

1

痢疾病因病机认识

不能顾母，肝木郁而克土，以致脾王受邪，但当治肝肺，则脾
经自治。”病起于肺金对肝木克伐太过，而致肝木不能顺受，

痢疾多发于秋季，肺气当令，肺金旺，肝气也旺，肝木不受

治当泻肺火。肝气不受肺金制约，肝气疏泄不畅，郁郁生火，

肺金克伐，而致火盛反克肺金，肺失肃降，暑湿之气不消，火与

治疗中当疏泄肝气，清热泻肝火。用药方面，唐氏多用钩藤、

湿结于气血之中发为痢疾。痢疾的发生与肝失疏泄、肺失肃降密

青蒿、白头翁、柴胡等清肝风，香附、槟榔、青皮、沉香等散

切相关。肝气郁郁不舒，则肛门闭塞，欲便不便；肺金传送太过，

利肝气，茯苓、胆草、秦皮、枯芩清肝火，当归、生地、阿胶、

失于肃降，暴注大肠。临床医生多以痢下颜色分寒热，实属误区，

白芍滋肝血，桃仁、地榆、五灵脂、川芎行肝血。肝郁得疏，

唐容川从气血的角度分析，
《痢证三字诀》言：
“白气腐，红血溃。
”

闭塞得通，邪热得出，痢疾得治。

《血证论•便脓》言：
“白痢之故，总是水不清之故，水即气也；

2.3 分期、分证论治

红痢之故，总是血分为病，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肝木内寄相

唐容川认为痢疾初期多是外感引动内热，应在解表的基础

火，血足则能济火，火平则能生血，如火太旺，则逼血妄行，故

上兼清里热，表里同治，以期内外兼顾。中期邪热入里，重在

血痢多痛如刀锥，乃血痛也。
”多是由于肠中气血病与膏脂水液相

清里，此时不可解表。因为邪热入里伤津，再用解表药只会徒

混所致，明确指出了痢疾的病因及病位。

增津液的损伤。

2

痢疾治疗

陈伯平云：
“气调的则后重自愈，血和则便脓自除。
”虽为
千古治痢之定法，后世医家多不得其要旨，以陈皮、木香多服

2.1 痢疾多热证，久病致虚
《经》曰：
“治病必求于本”，痢疾原由肺金克伐肝木，肝

而无效，木香、陈皮乃调脾气之药，痢虽病脾，实则肝肺之咎。
（下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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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益气复脉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低血压的影响
Effect of Yiqi Fumai injection o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hypotension
刘志勇 张慧玲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中图分类号：R459.5

太原，03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56-02

【摘 要】 透析中低血压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我科应用注射用益气复脉治疗血液透析中低血压取得较好的
疗效。
【关键词】 低血压；血液透析；注射用益气复脉
【Abstract】 Hypotension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our department treated hypotension with Yiqi Fumai
injec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has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Keywords】 Hypotension; Hemodialysis; Yiqi Fumai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0
症状性低血压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透析过程中最常出

在透析开始时治疗组用益气复脉 5.2g（8 支）加入 5%葡萄

现的并发症，发生率高达 20%～50%。血压的大幅度波动损害

糖注射液 250ml 中缓慢静滴维持至血透结束（糖尿病病人改用

心脑血管系统，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增加死亡率。虽然近年来

0.9% Nacl 注射液 250ml）
，2～3 次/周，对照组用 5%葡萄糖注

血液透析技术和条件有很大改进，但是血透中低血压的发生率

射液 250ml 缓慢静滴维持至血透结束（糖尿病病人改用 0.9%

并没有降低。一旦发生，常采用降低血流量，升压药物，快速

NaCl 注射液 250ml）
。4 周为 1 个疗程。

补充高渗糖或生理盐水等治疗措施，甚至提前结束透析，影响

1.4 疗效标准
显效：低血压临床症状消失，收缩压>90mmHg，或平均动

治疗效果。我科应用注射用益气复脉治疗血液透析中低血压取
得较好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2011 年 9 月～2012 年 5 月在山西省中医院血液透析中心

脉压上升 10mmHg 以上，并能维持至透析结束。有效：低血压
临床表现明显好转，收缩压>90mmHg，或平均动脉压升高 0～
10mmHg 之间，但在血透结束前可有低血压再次发生，需补充
少量生理盐水或高渗葡萄糖。无效：低血压临床表现改善不明
显，收缩压<90mmHg，或平均动脉压无升高或有下降，需补充

行维持性血液透析、在透析过程中低血压发生率达 50%以上的

生理盐水或高渗葡萄糖，甚至需要中止透析。

患者 30 例，其中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37～79 岁，平均年

1.5 观察指标

龄（57.9±19.7）岁，患者血透时间 3 个月～9 年，平均时间

1.5.1 血压测定

6.8 年。基础疾病为慢性肾炎 15 例，糖尿病肾病 7 例，高血压

透析前、透析后各测血压和心率 1 次，血透中每 30min 测

肾病 3 例，梗阻性肾病 2 例，多囊肾 2 例，狼疮性肾炎 1 例。

血压 1 次，观察并记录低血压发作的次数。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两组年龄、性别、疾病

1.5.2 观察患者有无头晕、汗出、心慌、恶心等症状。

分类，病程无显著性差异（P>0.05）
。

1.5.3 生化指标

透析中低血压的诊断标准：平均动脉压比透析前下降
30mmHg 以上或收缩压降至 90mmHg 以下，同时伴心悸、大汗、

血肌酐、血尿素氮、血常规疗程前、后各测 1 次。
1.6 统计学方法

恶心、呕吐、出汗、头晕、胸闷、视物模糊、声嘶等低血压症

所有数据均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均用（

）

状或意识丧失[2]。

表示，两均数的比较用 t 检验，疗效的组间比较用卡方检

1.2 透析方式

验。

所有患者均应用日机装 DBB27 血透机，费森尤斯 F7 透
析器，透析器膜面积 1.5m2，透析液流量 500ml/min，血流量
250ml/min，碳酸氢盐透析液，透析液温度 36.5℃，透析液
+

Na 浓度为 138～140mmol/L。透析中不进食。2～3 次/周，4h/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分析
治疗组 15 例观察对象在观察期间内低血压发生次数共计

次。

12 人次，对照组共计 33 人次，治疗效果对照组明显优于治疗

1.3 治疗方法

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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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低血压治疗临床疗效 [n（%）]
组别

合计

显效

有效

治疗组

12

6（50）

对照组

33

6（18.2） 8（24.2）

4（33.3）

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透析前血压、心率无明显差异，透析

无效

总有效

2（16.7）

10（83.33）△

后治疗组血压明显高于对照组，心率正常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

19（57.6）

14（42.42）

性差异。见表 2。

注：与用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 两组血压、心率的比较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心率（次/min）

组别

例数

透前

透后

治疗组

15

147±10.1

142±8.20△

94±6.23

86±9.83△

76±7.12

78±6.78△

对照组

15

144±11.2

121±7.90

92±6.44

71±7.89

78±7.23

99±8.24

透前

透后

透前

透后

注：与用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治疗后 Scr、BUN、HB 水平

成分为红参、麦冬、五味子，三药一补一敛一清，共奏益气复

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疗程后 Scr、BUN、HB 水平无显著性

高血透患者透析后血压及降低透析中低血压发生率，提高低血

差异。见表 3。

压治疗率，且降低血透患者心率。而对患者的生化指标和血液

表 3 两组疗程后 Scr、BUN、HB 水平
组别

Scr（μmol/L）

BUN（mmol/L）

HB（g/dl）

治疗组

613.6±165.9

30.00±8.216

10.22±2.790

对照组

641.5±218.2

28.00±6.927

10.88±3.840

注：与用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脉，养阴生津之功效。实验结果显示注射用益气复脉可明显升

论

透析中低血压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

指标无影响。现代药理研究证明[3]人参皂甙具有明显抗应激作
用，血液中人参皂甙含量达到一定浓度时可以使血压升高。麦
冬含多种甾体皂甙，麦冬皂苷具有强心利尿及提高机体耐缺氧
能力等。五味子亦有强心作用还能增强血管反应的灵活性[4]。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5]该组方可以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加心输出
量，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心肌供血，改善微循环，提高血氧饱
和度，增加细胞血氧供应，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和抗应激能力，

一，表现为头晕、心悸、汗出、面色苍白，四肢厥冷、神昏目

清除氧自由基，减轻心肌细胞膜的脂质过氧化程度，故可达到

脱、脉微欲绝等，属中医学“厥脱”范畴。血透患者病程日久，

改善患者心血管功能，稳定血压的功效。

亏及脾肾，气血阴阳俱不足，同时浊毒之邪蕴于体内，此乃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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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痢为伤及气分，赤痢为伤及血分，唐氏治白痢注重清肺气，

到对休息痢的认识及治疗。痢疾多热证少寒证在临床具有重要的

轻者用银菊散，重者用白虎汤；治赤痢重凉肝血，承用仲景白

指导意义，不可妄用温热药而更损人体津液，下法中病即止，温

头翁汤之意，用金花汤加炒荆芥、地榆、归尾、槟榔、杏仁、

涩药止后即停，避免过度的克伐导致正气的虚损，实证转虚。

白芍、青蒿治之。
2.4 注重痢疾的预后调护
唐氏在痢疾止后，注意对病人的调护，强调调理脾阴，不
可妄用补胃阳之药，以免助其火而使邪气复来。大多使用当归、

参考文献：
[1]王咪咪,李林.唐容川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8

作者简介：

生地、白芍一类的药滋补脾阴，恢复后天之本的正常生理功能。
乔靖（1991-），女，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在校本科生，中

3

结

语

唐容川在血证方面造诣颇深，对于痢疾的治疗据古不泥，正

医学专业。
林亮（1983-）
，男，广州中医药大学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讲师。

确理解经典治法的含义，善于触类旁通。既沿用仲景治痢之方，
也提出对痢疾病因病机的独到见解；从霍乱上吐下泻之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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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痰汤加减治疗痰浊
闭阻型胸痹 63 例
Treating 63 cases of chest pain of Tanzhuo Bizu type with
the Gualou Xiebai decoction plus Ditan decoction
朱庆军 张文举 谭操杰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58-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探讨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痰汤加减加减治疗痰浊闭阻型胸痹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痰浊闭阻型胸痹患者
63 例，给予口服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痰汤加减加减，1 剂/d，分早晚 2 次服用。结果：经过治疗，63 例患者，显效 33 例，有效
24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90.5%。结论：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痰汤加减治疗胸痹安全有效。
【关键词】 瓜蒌薤白半夏汤；涤痰汤；胸痹；痰浊闭阻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Gualou Xiebai decoction and Ditan decoction on treating Tanzhuo Bizu type
chest pain. Methods: 63 patients with Tanzhuo Bizu type chest pain were given oral Gualou Xiebai decoction plus Ditan decoction
subtraction. One dose per day. Twice per dose.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33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effective in 24 cases, ineffective
in 6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0.5%. Conclusion: Treating chest pain with the Gualou Xiebai decoction plus Ditan decoction is safe
and effective.
【Keywords】 Gualou Xiebai decoction; Ditan decoction; Chest pain; Tanzhuo Bizu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1
胸痹是指以胸部闷痛，甚则胸痛彻背，喘息不得卧为主症

1.3 治疗方法

的一种疾病，轻者仅感胸闷如窒，呼吸欠畅，重者有胸痛，严
重者胸痛彻背，背痛彻心。胸痹的临床表现最早见于《内经》。

给予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痰汤加减加减。方药组成：瓜蒌
10g，薤白 10g，清半夏 10g，胆南星 10g，竹茹 15g，党参 10g，

《素问·脏气法时论》说：“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

茯苓 20g，甘草 10g，石菖蒲 10g，陈皮 10g，枳实 10g。用药

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汉代张仲景正式提出“胸痹”

方法：1 剂/d，水煎 400ml，分早、晚两次空腹温服。

名称，并进行专门的论述。运用中医药治疗胸痹，我们可结合

1.4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显效：临床症状消失。

舌苔、脉象，辨证论治，优势独特。近年来，我国冠心病发病
率有逐年上升趋势，而且发病时间也越来越年青化，其治疗和

有效：临床症状减轻，疼痛发作次数、程度及持续时间明显减

预防的形势十分严峻[1]。2012 年 11 月～2013 年 4 月，河南中

轻。无效：临床症状与治疗前大致相同。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门诊采用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
痰汤加减加减治疗痰浊闭阻型胸痹患者 63 例，取得了良好的

2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果

本组 63 例患者，显效 33 例（52.4%）
，有效 24 例（38.1%）
，

疗效。
1

结

无效 6 例（9.5%）
，总有效率 90.5%。
3

讨 论

选取 2012 年 11 月～2013 年 4 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胸痹的主要病机为心脉痹阻，病位在心，涉及肝、脾、肾等

院心血管科门诊痰浊闭阻型胸痹患者 63 例，其中，男 39 例，

脏，脾失健运，则聚生痰浊，气血乏源。夏斌等[4]认为，胸痹心

女 24 例；年龄 26～72 岁，平均年龄 50.6 岁；病程 2 周～14

痛即是由于正气亏虚，气滞、寒凝、痰阻，导致血瘀，痹阻心脉，

年，平均 6.2 年。

以膻中部或左胸部发作性憋闷、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证。

1.2 诊断标准

范氏等[5-10]以瓜蒌薤白半夏汤为基础方治疗胸痹，均取得良效。

中医辨证符合《中医内科学》痰浊闭阻型胸痹的诊断标准[2]，

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涤痰汤加减，通阳泄浊，豁痰宣痹。方

胸闷重而心痛微，痰多气短，肢体沉重，形体肥胖，遇阴雨天

中瓜蒌、薤白化痰通阳，行气止痛；清半夏、胆南星、竹茹清

而易发作或加重，伴有倦怠乏力，纳呆便溏，咯吐痰涎，舌体

化痰热；党参、茯苓、甘草健脾益气；石菖蒲、陈皮、枳实宽

胖大且边有齿痕，苔浊腻或白滑，脉弦滑。

胸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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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子粉热醋调膏外敷结合黄连解毒汤治疗
糖尿病颈痈 90 例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diabetes neck carbuncle by gallnut powder paste
combined with the Huanglian Jiedu decoction
覃同昌
（广西环江县人民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587.1

环江，5471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59-02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观察五倍子粉热醋调膏外敷结合黄连解毒汤治疗糖尿病颈痈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90 例糖
尿病颈痈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45 例，对照组 45 例。治疗组给予五倍子粉热醋调膏外敷结合黄连解毒汤治疗；对照组给予黄连解
毒汤治疗。观察患者的疼痛改善及治愈有效率等。结果：治疗后患者在疼痛改善及治愈率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五倍子粉热醋调膏外敷结合黄连解毒汤治疗糖尿病颈痈疗效显著，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糖尿病；颈痈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Gallnut powder paste combined with huanglian Jiedu decoction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neck carbuncle. Methods: 90 patients of with diabetes neck carbuncl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gallnut powder paste combined with huanglian Jiedu decoction,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uanglian Jiedu
decoction, both for 45 cases,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reated group in patients with remission of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ment in pain and total efficiency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gallnut powder paste combined with huanglian Jiedu decoction is effective on diabetes neck carbuncle.
【Keywords】 Diabetes; Carotid carbunc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2
糖尿病中约有 46%～72%的患者会患有颈痈或背痈[1]，其
[2]

发生率较正常人还高 5 倍 。此类患者体内的胰岛素不足，从
血浆中移除甘油三酯减少，再加上脂肪组织摄取葡萄糖减少，
脂肪合成减少便产生大量游离状态的脂肪酸和酮体，导致组织
液坏死。这样机体环境下，患者皮肤易被细菌或者真菌感染得
皮肤病，其中常见病发部位是背部和颈部。同时颈痈的毒素刺

遵循中医辨证施护的原则，中医外内治疗，观察其临床疗效，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90 例糖尿病颈痈患者均源于 2010 年 3 月～2012 年 11 月

激下发热也使糖尿病病情加重，虽然在卫生条件提高的情况

我院收治的患者，其中男 32 例，女 58 例，年龄为 24～70 岁，

下，颈痈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在糖尿病此特殊人群中，颈痈

平均年龄为（42±4.5）岁，糖尿病病程为 1～6 年，平均病程

[3]

的发病率仍居高不下 ，难以治愈，严重危害患者生命健康。

为 3.7 年，有颈痈病程为 5～65d，平均（23.7±3.6）d。空腹

本研究选取 90 例糖尿病颈痈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45 例，对照

血糖 7.3～36.6mmol/L，外周血白细胞在（4.6×109/L）～（27.5

组 45 例，通过五倍子粉热醋调膏外敷结合黄连解毒汤治疗，

×109/L）
。颈痈的面积为（3.6cm×4.6cm）～（37cm×41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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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 例糖尿病颈痈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45 例，对照组 45 例，两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病情上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3

讨

论

糖尿病患者糖代谢紊乱，高糖多水的环境易滋生细菌并助
细菌繁殖生长，抗感染能力下降，因而易导致颈部整个毛囊先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外敷五倍子粉热醋调膏（五倍子粉 100g）
：取五倍
子烘干粉碎过筛，备用。取适量食醋煮沸后倒入五倍子粉末混合，

后发生化脓性感染，其中《诸病源候论》有记载：其病变多发
痈疽。
《灵枢·痈疽》云：
“痈者，其上皮薄以泽。此其候也。……

加入适量淀粉以增加粘稠度。取牛皮纸，将成糊状的药膏涂抹在

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然不能陷，骨髓不为焦枯，五脏不

上面，控制厚度约 3mm，涂抹面积视患者颈痈面积而定。趁热将

为伤，故命曰痈。
”本病的特点是局部光软无头，红肿疼痛（少

热膏敷于患者颈痈病变部位，用纱布固定。每天早晚各 1 次。

数初起皮色不变）
，肿胀范围多在 6～9cm，发病迅速，易肿，

内服黄连解毒汤（黄连 30g，黄柏 30g，黄芩 30g，山栀子

易脓，易溃，易敛，多伴有恶寒、发热、口渴等全身症状。颈

30g）
：黄连黄芩切薄片，黄柏切丝，山栀子净制，水煎服取汁

痈是发生在颈部两侧的急性化脓性疾病，俗名“痰毒”。相当

300ml，1 剂/d，分 3 次早、中、晚口服。

于西医的颈部急性化脓性淋巴结炎。特点是初起局部皮色不变，

对照组：内服黄连解毒汤（黄连 30g，黄柏 30g，黄芩 30g，

肿胀，疼痛，灼热，肿块边界不清[6]。糖尿病患者因体内的胰岛

山栀子 30g）
：黄连黄芩切薄片，黄柏切丝，山栀子净制，水煎

素不足，从血浆中移除甘油三酯减少，再加上脂肪组织摄取葡

服取汁 300ml，1 剂/次，分 3 次早、中、晚口服。

萄糖减少，脂肪合成减少便产生大量游离状态的脂肪酸和酮体，

以上治疗均以 10d 为 1 个疗程。

导致组织液坏死。这样机体环境下，患者皮肤易被细菌或者真

1.3 疗效判定

菌感染得皮肤病[7]。从中医角度，颈痈多因外感风温夹痰热或肝

主要观察指标：对比两组疼痛感、治愈率等。

胃火毒夹痰热侵袭少阳阳明之络，蕴结于颈侧而发；亦有因乳

1.3.1 疗效评定标准

蛾、口疳、龋齿或头面疖肿等感染毒邪而诱发者。因此外感风

痊愈：临床症状颈部脓性病灶完全消失，无皮下结节；改

热痰毒之邪，蕴结于颈侧，阻于少阳、阳明之络，气血运行受

善：临床症状颈部脓性病灶部分消失，脓性分泌物残余，且有

阻而成肿块的患者，宜用黄连解毒汤。黄连解毒汤出自《外台

新脓肿形成；无效：临床症状颈部脓性病灶和脓性分泌物无明

秘要》
，是外科疔痈等邪热聚滞确有疗效的代表方剂。

显改变，或继续受感染[4]。

五倍子，性平，味酸涩。入肺、大肠、肾经，具有敛肺降

1.3.2 疼痛评定标准

火、涩肠止泻、敛血止血之功。据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五倍子

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取白纸在上面画上 10cm 直线，取

的主要成分有鞣酸、没食子酸、树脂、蜡质等，鞣酸能使皮肤、

端点 0 表示无痛，另一端点 10 为剧痛，中间部分表示疼痛程

黏膜、溃疡的局部蛋白凝固而有收敛作用；五倍子的有效成分

度递增。让患者在直线上标记出自己的疼痛程度[5]。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球菌、伤寒杆菌、绿脓杆菌、大肠杆

1.4 统计学方法

菌等有抑制作用。因而，针对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颈痈，

本实验数据经 SPSS17.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
2

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x 检验；计量资料以（

）表示，组间
比较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可发挥抑菌消炎作用。
综上所述，五倍子粉热醋调膏外敷结合黄连解毒汤，能有
效改善糖尿病颈痈患者的组织坏死、化脓、溃烂等临床症状，
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并可减轻相应淋巴部位结肿的压痛，综合

治疗结果

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2.1 治愈效果比较
治疗组治愈 40 例（88.9%）
，对照组治愈 29 例（64.4%）
，
两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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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脉症辨证治疗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pulseless disease
陈子胜
（河南省安阳市卫生监督中心，河南 安阳，455000）
中图分类号：R322.1+21
【摘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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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BG

要】 文章介绍了无脉症的辨证论治体会，认为无脉症由于病程阶段及病变部位的不同，而临床表现不尽一致，应详

察细审，方不致乖戾。早期以邪毒痹阻脉络为主，治重清热解毒除湿；中期以瘀血凝滞血脉为主，治当活血化瘀通脉；晚期毒已
尽，虚象明显，应以补为主，视其气血阴阳之亏虚，分别选用益气、养血、温阳、滋阴等法。
【关键词】 无脉症；辨证论治；中医药疗法；体会
【Abstract】 This author introduces the pulseless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 Due to the different lesions and stage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not consistent, should be carefully observed. In early stage, the cult poison blockage in meridians, should be
treated based on Qingre Jiedu Chushi; in medium stage, caused by blood stasis, should be treated based on Huoxue Huayu Tongmai; in late
stage, toxicity has done, with obvious virtual image, should value supplement, depending on the Yin and Yang deficiency, select Yiqi,
Yangxue, Wenyang, Ziyin and other methods.
【Keywords】 Pulseless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3
无脉症又称多发性大动脉炎、青年女性动脉炎、特发性主

以活血止痛，患肢肿胀明显，加黄柏、苍术、防已清热除湿。

动脉炎、主动脉弓综合证等，是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的多发性、

1.2 气滞血瘀

非化脓性炎症疾病。本病多见于青年女性，大多起病缓慢，上

1.2.1 临床表现：头晕目眩，两目胀痛，心烦易怒，胸背胀痛，

肢发病者多于下肢。一般肢体疼痛不严重，多无明显的肌肉萎

肢体发凉，麻木或疼痛，心悸健忘，失眠多梦，舌质暗或有癖

缩和皮色改变，组织无溃疡或坏疽发生。由于受累动脉的不同，

斑，脉弦细或无脉。

临床表现为多种类型，其中以头臂动脉受累引起的上肢无脉症

1.2.2 理法概要：情志不遂，气不行血，瘀血闭阻血脉，故见

类型为多见，其次为降主动脉及腹主动脉受累引起的下肢无脉

脉弦细或无脉；肝失硫泄，气机升降失常，则胸背胀痛，或胸

症和肾动脉受累引起的肾动脉狭窄性高血压类型。笔者运用中

闷；瘀留于肢体经络，阻遏阳气，肢体失荣，故见肢体发凉，

医药辨证治疗无脉症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总结报道如下。

麻木或疼痛；瘀阻心脉，心神失养，故见心悸健忘，失眠多梦。

1

分型论治

1.1 热毒阻络

治宜理气活血，化瘀通络。
1.2.3 处方用药：首选方剂血府逐瘀汤加减。当归 15g，川芎
12g，生地 20g，赤芍 12g，桃仁 15g，红花 9g，丹参 30g，柴

1.1.1 临床表现：身热，倦怠乏力，肢体肌肉关节酸痛，患侧

胡 12g，枳壳 12g，桔梗 6g，川牛膝 20g，桂枝 12g，甘草 10g。

发冷、麻木，舌质红，或暗红舌苔黄或黄腻，脉数或无脉。

方用当归、川芎、生地、赤芍养血活血，祛瘀而不伤正气，挑

1.1.2 理法概要：此型相当于炎症活动期。热毒蕴结，阻滞经

仁、红花、丹参活血化瘀；柴胡、枳壳、桔梗疏肝理气；桂枝

络，壅遏气血，故见发热、肢体关节疼痛等；热毒阻络，阳气

温通经络，牛膝引血下行，二药均为肢体引经药。若瘀甚者，

被遏不能外达，筋脉失于温养故见肢体凉、麻。
《圣济总录•伤

可加乳香、没药、灵脂、蒲黄等；气虚加黄芪、党参；胸闷心

寒统论》曰：
“毒热内瘀，则变为瘀血”
，故治宜清热解毒，佐

痛甚加瓜篓、薤白、枳实、降香；若兼寒凝，畏寒肢冷，可加

以活血化瘀。

附子、干姜、细辛，瘀久化热，则加丹皮、紫草，重用丹参、

1.1.3 处方用药：首选方剂四妙勇安汤加味。金银花 60g，玄参

生地、赤芍。

30g，当归 15g，生甘草 16g，丹参 30g，蒲公英 30g，薏苡仁

1.3 气血两虚

20g，威灵仙 15g，鸡血藤 30g，地龙 20g，桂枝 10g。方中金

1.3.1 临床表现：头晕目眩，心悸，气短，乏力，面色苍白，

银花、玄参、蒲公英、生甘草清热泻火解毒；当归、丹参、地

神疲体倦，纳呆，舌淡苔白，脉弱或无脉。

龙、鸡血藤活血祛瘀通络，兼能养血补血；薏苡仁、威灵仙、

1.3.2 理法概要：气血亏虚，血脉涩滞，筋脉失养，故见肢凉

桂枝疏风祛湿，通络止痛。诸药合用，泻中有补，祛邪而不伤

麻，无力，脉弱或无脉；“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虚则清

正，使热毒得清，瘀血得除，经络畅通则诸症自解。若系外感

阳失展，血虚则清窍失养。故见神疲、眩晕、乏力等虚象，法

风热诱发者，加秦、葛根、桑枝、连翘以疏风解热；烦躁口渴，

当益气养血以治本。辅以活血以治标。

加沙参、麦冬、石斛、生地养阴生津；疼痛甚，加元胡、米壳，

1.3.3 处方用药：首选方剂黄茂桂枝五物汤加味。黄芪 30g，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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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参 15g，桂枝 12g，白芍 15g，当归 12g，红花 15g，鸡血藤 30g，

标。方选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味：黄芪 30g，芍药 12g，桂枝 9g，

丹参 30g，川芎 12g，甘草 9g，生姜 9g，大枣 5 枚。方用黄芪

当归 12g，红花 15g，党参 15 g，鸡血藤 30g，丹参 15g，川芎

桂枝五物汤益气温经，和营通痹，加党参益气健脾．当归、川

12g，生姜 3 片，大枣 6 枚。水煎服，1 剂/d。

芎、鸡血藤补血行血，舒筋通脉，红花、川芎活血祛瘀。上肢

服药 6 剂后，自觉右手麻木减轻，脉搏微弱可取，背部紧

无脉者加桑枝、枯梗；下肢无脉者加牛膝；兼耳鸣、眩晕者，

缩疼痛亦明显好转。药已中的，守方加增加当归、丹参药量为

加柴胡、升麻、枸杞子、菊花；少寐多梦者，加酸枣仁、五味

各 30g，以增强活血之力，再进 20 剂。自述右手麻木、背部紧

子等；纳呆者，加砂仁、焦三仙。

缩疼痛等症均消失，切诊右手脉有力可取。上方去姜、枣制成

1.4 阳虚寒凝

蜜丸，10g/次，2 次/d，口服半年而症获痊愈，1 年后随访未见

1.4.1 临床表现：畏寒肢冷，手足麻木，冷痛，腰膝酸软，面

复发。

浮，头晕气短，纳呆，舌质淡胖或紫暗，苔白，脉细或微，甚

按语：本例患者气血亏虚，血脉涩滞，筋脉失养，故见肢

者单伏或双伏。

凉麻，无力，脉弱或无脉；“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虚则

1.4.2 理法概要：脾肾阳衰，血脉失其温养，故畏寒肢冷，腰

清阳失展，血虚则清窍失养，故见神疲、眩晕、乏力等虚象，

膝酸软；手足麻木，冷痛等。阳虚则阴盛，寒自内生，血得寒

法当益气养血以治本，辅以活血以治标。方用黄芪桂枝五物汤

则凝，遇温则行，故治宜温补阳气，活血通脉。

益气温经，和营通痹，加党参益气健脾，当归、川芎、鸡血藤

1.4.3 处方用药：首选方剂四逆汤加味。熟附子 15g，干姜 12g，

补血行血，舒筋通脉，红花、川芎活血祛瘀，诸药之中病机而

肉桂 12g，细辛 5g，黄芪 30g，山萸肉 20g，巴戟天 15g，当归

获良效。

20g，鸡血藤 15g，川芎 15g，红花 12g，甘草 9g。方中熟附子、

2.2 病案 2

干姜、肉桂温补脾肾，回阳救逆。细辛散寒止痛，黄芪益气温

患者乙，女，27 岁，初诊日期：2006 年 10 月 5 日。患者

阳，山英肉、巴戟天益肾仕阳，当归、红花、川芎、鸡血藤养

于 2005 年 3 月间忽感右手无力，双足发麻，于当地县医院检

血活血，化瘀通脉，甘草调和诸药，若脾虚较甚者，加党参，

查诊为无脉症随后来诊，主证：手冷无力，经常头痛、头晕，

白术、云苓以健脾益气，肾阳虚甚，加仙茅，仙灵脾，鹿角胶，

失眠，口渴，烦躁，月经经期延迟且无规律，舌质暗红，苔薄

以温补肾命。腰膝酸软加杜仲、川断、菟丝子，以滋肾填精，

腻，脉象左伏右沉细。检查：右臂血压 20/16kPa，左臂血压不

强壮腰膝；颜面或见肢体浮肿者，重用黄芪、附子、山英肉，

能测到。先予平肝熄风，凉血降逆为治。方药：生地 20g，菊

加车前子，猪苓、茯苓或用真武汤加味，以温阳利水。

花 10g，青葙子 12g，白芍 15g，粉丹皮 10g，北沙参 15g，钩

1.5 阴虚阳亢

藤 15g，川芎 12g，当归 15g，川牛膝 15g，生牡蛎 30g，枸杞

1.5.1 临床表现：头晕目眩，头痛，耳鸣，视力障碍，腰膝酸

子 20g。前方连服 10 剂，烦躁稍减，手冷未除，守前方去当归、

软，心烦易怒，失眠多梦，下肢无力，发凉或间歇性跛行，大

生龙骨 30g，生牡蛎 30g，加海藻、昆布各 15g 以散结软坚。

便干结，舌质红，脉沉细数或无脉。

连服 10 剂后，左脉仍伏，右脉软起，舌苔仍腻，头痛减轻，

1.5.2 理法概要：肝肾阴亏，肝阳上亢，故见头目眩晕，头痛，

去菊花、青葙子，加元参 20g，以去其浮游之火。连服 20 剂，

视力障碍等；阴液亏少，不足以载血运行，导致血行不畅，甚

头痛失眠，烦躁诸症悉除，而脉仍软弱无力，守方加丹参 30g，

则瘀滞不通，故见脉沉细或无脉。治宜滋阴潜阳，兼活血通络。

鸡血藤 15g，红花 15g，以增活血逐瘀之力。连服 30 付，左脉

1.5.3 处方用药：首选方剂镇肝熄风汤加减。怀牛膝 30g，代赭

已出，仍较沉细，右脉如平，前方为蜜丸，10g/次，2 次/d，口

石 30g，玄参 15g，生地 20g，龟板 15g，白芍 20g，生龙骨 30g，

服。服上药 60d，诸症悉除，左臂血压已能测到为 12/10.5 kpa。

生牡蛎 30g，枸杞子 20g，山茱萸 20g，丹参 20g，红花 15g，

续再服 60d，症状全消，患者毫无所苦，停药观察，1 年后随

鸡血藤 15g。方用怀牛膝引血下行，折其阳亢，兼滋养肝肾，

访无复发。

代赭石、生龙牡平肝潜阳；白芍、玄参、生地滋阴养液；枸杞

按语：本案属素体不足，阴血亏虚，肝肾阴亏，肝阳上亢，

子、龟板、山萸肉补益肾精；丹参、红花、鸡血藤活血通络。

故见头目眩晕，头痛；由于血虚不能上荣于脑，加之虚风上扰，

若手足心热口干渴，舌红，脉细虚热证明显者，加丹皮、白薇、

故见失眠；血脉瘀阻，气血运行不畅故手冷无力。治疗首用平

盐黄柏、女贞子以滋阴清热。眩晕，头痛明显者，加珍珠母、

肝熄风、逐瘀通络之剂。先服汤剂以求速效，待症状 改善后，

白蒺藜、钩藤以平肝潜阳；视力障碍加青箱子、密蒙花、草决

续以丸药长服，取其力缓持久。治疗半年余效果良好，停药随

明以清肝明目。

访一年，情况尚好。

2

3

典型病案

2.1 病案 1
患者甲，男，22 岁。2008 年 6 月 9 日就诊。以右手麻木、

体

会

祖国医学中无无脉症之名称，据其临床表现似属于“脉
痹”、“伏脉”、“眩晕”、“虚劳”等范畴。如《素问•痹论篇》

发凉、无脉半年余来诊。头晕目眩，气短，劳累或受凉后症状

曰：“心痹者，脉不通”，“痹……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诸

加重，并背部紧缩疼痛，遇阴雨天加剧；神疲体倦，面色苍白，

病源候论•风痹候》谓：
“夏遇痹者，为脉痹，则血不流，令人

纳呆，舌淡苔白，脉弱或无脉。劳累或受凉后症状加重，并背

萎黄”。《医学心悟》指出：“一手无脉曰单伏，二手无脉曰双

部紧缩疼痛，遇阴雨天加剧。血压左臂 17/13kPa，右臂血压测

伏”。可见，古代医家在切诊中已观察到无脉之症，并对其病

不到。中医诊为脉痹，辨证以益气养血以治本，辅以活血以治

因病机有了一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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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的形成主要由于素体虚弱，或脾肾阳衰，或肝肾阴虚，
复受风寒湿热之邪侵袭，痹阻经脉凝滞气血所致，日久可累及
脏腑，尤其易累及心。《灵枢•经脉篇》曰：“少阴气绝，则脉
不通，少阴者，心脉也。心者脉之合也，脉不通，则血不流，
血不流则髦色不泽……”。说明本病与心脏的关系尤为密切，

实夹杂者，应分清主次而论治。但各个阶段都应重视血脉不通
这一主要矛盾，重视活血化瘀法的应用。
参考文献：
[1]冯友贤.血管外科学[M].2 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373-387
[2]邓小虎,黄烽.大动脉炎 159 例回顾性临床分析[J].中华风湿病学杂志,2006,

其主要病机为“脉不通”
。
本病的病因比较复杂，既可感于外邪，又可发于内伤，病

1:39-43

性有虚有实，实为湿、热、毒邪搏结气血，阻塞脉道。虚为气、

[3]何庆勇,吴荣,王师菡,等.多发性大动脉炎的辨证论治体会[J].中华中医药

血、阴、阳之亏虚，脉道不充。内外合邪，虚实夹杂，血脉瘀

杂志,2008,23(9):784-786

滞为本病病机特点。

作者简介：

无脉症由于病程阶段及病变部位的不同，而临床表现不尽
陈子胜（1964-），男，大学本科，学士，副主任中医师，从事周围血

一致，应详察细审，方不致乖戾。早期以邪毒痹阻脉络为主，
治重清热解毒除湿；中期以瘀血凝滞血脉为主，治当活血化瘀

管病治疗研究 30 年。

通脉；晚期毒已尽，虚象明显，应以补为主，视其气血阴阳之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50966（修回：2013-11-16）

亏虚，分别选用益气、养血、温阳、滋阴等法。本虚标实，虚

丹参多酚注射液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DPN with the salvianolate injection
王 娟
（江苏省吴江第一人民医院，江苏 吴江，215200）
中图分类号：R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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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致残率高，临床缺乏特效药物改善症状。我科采取丹参多酚注射液
联合甲钴胺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满意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丹参多酚注射液；临床观察
【Abstract】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diabetes, with high morbidity, lack of clinical effective
medicine to improve symptoms. Our department takes salvianolate injection and methylcobalamin integrative medicine, achieving
satisfactory result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DPN; Salvianolate inject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4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60 例患者均为我科住院患者，其中男 33 例，女 27 例；年

DPN）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临床表现主要为末梢神经症状，

龄 43～65 岁，糖尿病病程 3～10 年，DNP 病程 1 个月～6 年。

肢体单侧或双侧，对称或非对称，但以对称性损坏多见，下肢

将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在性别、年

较上肢重，肢端感觉异常，有踏棉垫感觉，蚂蚁爬行感等。其

龄、病程等资料方面经统计学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具

特点以感觉神经受累较早，以肢体麻木疼痛为突出特点，表现

有可比性。研究对象无糖尿病酮症、高渗性昏迷等急性并发症。

为手套、袜筒式感觉障碍，并伴疼痛、麻木、发凉、无力和肌

1.2 诊断标准

萎缩等，严重影响患者的四肢感觉和运动功能。

1.2.1 糖尿病诊断参考 WHO1999 年提出的诊断标准[1]。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致残率高，临床缺乏特效药物改善症

1.2.2 DNP 诊断标准为[2]：①有明确糖尿病病史；②临床出现肢体

状。临床中我科采取丹参多酚注射液联合甲钴胺中西医结合治

的运动或感觉导致神经病变症状，如麻木、刺痛、感觉异常、烧

疗，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灼感等；③肌电图检查患者腓总神经或正中神经有传导性障碍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有感觉性障碍；④经检查排除其他类型神经系统病变。
1.3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饮食和药物控制血糖，对合并高血压病、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22

-64高脂血症者给予降压、降脂治疗。对照组给予甲钴胺注射液
100μg 加入 NS 100ml 中静滴，研究组在甲钴胺静滴基础上加

具有重要意义。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属于中医学的“消渴”日久而致的“痹

以丹参多酚酸盐注射液 150mg 加入 NS 250ml 中静滴，1 次/d。

证”
、
“血痹”
、
“痿证”范畴，古人有“久病必虚，久病必瘀，

两组均以 2 周为 1 个疗程。

久病入络”之说，中医认为本病是由于消渴日久不愈，肝肾阴

1.4 观察指标

虚，脾气虚弱，气血不足，筋脉失养，变生它疾而见肢体疼痛、

分别对两组患者疗效、神经症状及不良反应进行记录和比
[3]

麻木、无力、肌肉萎缩等症状，其原因主要是阴虚燥热，热灼

较。①疗效评价 ：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腱反射和

津液，血粘成瘀，瘀血阻络，气血不能通达于四肢，肌肉筋脉

深浅感觉基本上恢复正常，经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较前增

失于濡养所致，消渴日久，气阴两伤，气滞血瘀，痰浊阻络，

加>5m/s 或恢复正常；有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腱反射和深

血络不通所致，与脾虚肾虚气阴两虚密切相关，病机总属本虚

浅感觉有所好转，经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较前增加不足 5m/s；

标实[5]，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肢体麻木疼痛，下肢拘挛，是

无效：患者临床不良症状无明显变化，或出现恶化，腱反射和

由于气滞血瘀，气血不能通达四肢末端，肌肉筋脉失养所致。

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无明显变化；②神经症状包括腓总神经和

故治疗上应以清热益气养阴，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为主，日久

正中神 经感 觉传 导速度 （SNCV ）以及运 动神 经传 导速度

不愈，肝肾阴虚、脾气虚弱，气血不足，筋脉失养，则应采用

（MNCV）[4]，采用肌电图检测仪检测。

补益脾肾，化瘀通络的治疗，气阴两虚，瘀血阻滞者，治以益

1.5 统计学处理

气养阴，活血祛瘀，气虚血瘀者，治以益气活血，气滞血瘀湿

采用 SPSS13.0 统计学处理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

）表示，采用

结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中药丹参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以及抑
制血栓素的合成，改善血瘀患者血液流变学特性，并能提高纤

t 检验。P<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2

阻者，治以行气活血化痰。

溶酶活性，促进纤维蛋白溶解，抗血栓形成。丹参能扩张肢体

果

血管，丹参制剂静滴后，人体手指血流图和动物股动脉血流量
都证明有血流量增加[6]，因而在药理活性上是多靶点多环节作

2.1 疗效
见表 1。

用，从而具有改善神经营养，保护神经组织，促进并恢复神经
功能。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0

19

8

3

90

对照组

30

12

7

11

63.3

注：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经统计学比较具有显著差

甲钴胺是目前临床上常用于修复损伤的神经组织、改善神
经传导速度的药物，是一种维生素 B12 的甲基化活性制剂，可
参与物质的甲基转换以及核酸蛋白质和脂质代谢，能够直接转
入神经细胞，刺激轴浆蛋白质合成，再上受损区域的轴突[7]，
有利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损伤神经的修复，改善神经传导速

异（P<0.05）。

度，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变化比较

本组研究结表明，丹参多酚注射液与甲钴胺联合治疗糖尿

见表 2。

病周围神经病变，可以通过不同的作用途径起到叠加和互补的
作用，临床症状、体征及神经传导速度均显著改善，且安全性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腓总神经功能变化比较（m/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SNCV

MNCV

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治疗前

30

31.21±1.55

39.98±4.2

治疗后

30

38.21±1.0

46.68±5.9

治疗前

30

32.11±1.89

40.01±1.02

[1]Hea,KA.Peripheral neuropathy:pathogenicmechanisms and al-ternaive thera-

治疗后

30

34.24±1.55

41.89±2.31

pies[J]Altern Med Rev,2006(4):294

注：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腓总神经传导速度有显著差异（P<0.05）
。

参考文献：

[2]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777-779
[3]银杏达莫联合甲钴胺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51 例临床观察[J].中国现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正中神经功能变化比较（m/s）

研究组
对照组

代医生,2011(6):58-59

例数

SNCV

MNCV

治疗前

30

39.21±4.70

43.28±2.20

治疗后

30

38.21±1.0

46.68±5.9

治疗前

30

40.11±3.89

43.01±1.02

治疗后

30

43.24±1.55

45.89±2.31

组别

注：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正中神经传导速度有显著差异（P<0.05）
。

3

讨

论

DPN 是一种高发病和常见病，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对该病

[4]蒋维,袁国跃,丁建萍,等.银杏达莫与甲钴胺联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J].中国当代医药,2010(30):40-42
[5]王永炎,张文康,于生龙,等.中医内科学[M].6 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301-303
[6]林兰主编.中西医结合糖尿病学[M].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5
[7]游燃,张同帅,杨文全.甲钴胺治疗糖尿病神经病变临床观察[J].中国医学
创新,2009,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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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丹参袋泡剂治疗寻常痤疮 60 例
Treating 60 cases of acne vulgaris by Wild Salvia Tea Bag
李峥嵘 吴积华
（驻马店市中医院，河南 驻马店，463000）
中图分类号：R758.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65-02

【摘 要】 目的：观察野生丹参袋泡剂治疗寻常痤疮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0 例。采用
内服野生丹参袋泡剂；对照组内服枇杷清肺饮（《医宗金鉴》方）
，两组均 8 周为 1 个疗程。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
为 93.34%、78.33%，两组总有效率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显著意义（P<0.01）
。结论：野生丹参袋泡剂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野生丹参；寻常痤疮；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acne vulgaris by Wild Salvia Tea Bag. Methods: 12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60 for each;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Wild Salvia Tea Bag orall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Loquat Qingfeiyin (Golden Mirror recipe) orally. 8 weeks for a cours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3.34%, 78.3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Wild Salvia; Acne vulgaris;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5
寻常痤疮是一种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好发于颜面、
胸背部以黑头粉刺、丘疹、脓疱等为主要皮肤损害。由于饮食
结构的更新；生活习惯的改变；精神压力的增大；自然环境的

原发性疾病及精神病患者。
2

治疗方法

污染；各种化妆品的滥用等诸多因素，致使痤疮患者与日俱增，

2.1 治疗组

一旦罹患，则反复发作、缠绵难愈故探讨治疗本病的最佳疗效

2.1.1 药物配制

已刻在眉梢，间不容发。有鉴于此，笔者利用我市山区盛产野

野生丹参（从乡镇中药材收购部采购）洗去泥沙尘土，首

生丹参的资源优势，并进行剂型改革，自拟野生丹参袋泡剂治

先选取根系粗大者晒干备用（1kg 得优质品 0.3kg）其次，将芦

疗寻常痤疮 60 例，并设中药对照组 60 例对比观察，现小结如
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按就诊顺序，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0 例
中，男 24 例，女 36 例；年龄 16～38 岁，平均 23.6 岁；病程
39～736d，平均 298d。对照组 60 例中，男 28 例，女 32 例；
年龄 15～40 岁，平均 22.9 岁；病程 46～728d，平均 283d。两
组在性别、年龄、病程方面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
比性。
1.2 诊断标准
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 6 月 28 日发布的《中医病
证诊断疗效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
）选择肺经风热证（丘疹

头和细小根系（次品）按中药常规煎煮方法，煎 2 次取滤液适
当浓缩。其三，将次品浓缩液与优质品拌搅均匀烘干后粉碎过
40 目筛，
装入无纺布袋内，
封包
（每袋重 8g，
相当于生药 26.6g）
。
2.1.2 服用方法
每天取药 2 包，放入茶杯中，加开水冲泡 2 次，分早晚饭
后口服或将药包放入砂锅中加水煎煮 2 次，每次水开后煮 5～
10min，两次滤液混合约 200ml，分 2 次温服。14d 为 1 个疗程，
疗程间隔 3d，连续 4 个疗程（即 8 周）停药观察，统计疗效。
2.1.3 其他
治疗期间不配用任何其他方法。
2.2 对照组
内服枇杷清肺饮。药物组成：人参、枇杷叶、甘草、黄连、
桑白皮、黄柏。1 剂/d，水煎 2 次，取汁 400ml 分早晚 2 次温
服，疗程同治疗组。

色红，或有痒痛，舌红、苔薄黄，脉浮数）患者作为观察对象。

3

纳入标准：符合上述中医辨证标准（肺经风热证）；西医诊断

3.1 疗效标准

标准的寻常型痤疮；年龄 15～40 岁，患者自愿受试，并签署

疗效观察

依据前《标准》评定疗效。治愈：皮肤损害消退，自觉症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化学物质所致的职业性痤疮、药物引

状消失。好转：自觉症状明显减轻，皮肤消退 30%以上。未愈：

起的痤疮和中医辨证为其他证型的痤疮；妊娠或哺乳期、过敏

皮损及症状均无变化或消退不足 30%。

体质或对丹参过敏者；合并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

（下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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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汤辅助治疗 2 型糖尿病 36 例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36 cases of type 2 diabetes with
the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吴成光
（盐城市滨海县五汛镇中心卫生院，江苏 滨海，224532）
中图分类号：R5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66-02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探讨六味地黄汤辅助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机理及效果。方法：选择 2012 年 1～12 月门诊 2 型糖尿病患者 36
例，根据中医分型运用六味地黄汤加减治疗 1 个月，分析药物的作用机理并观察效果。结果：本组 36 例患者经过 1 个月的治疗，
显效为 22 例，有效为 12 例，无效为 2 例，总有效率为 94.4%。结论：根据患者的不同症候，六味地黄汤辅助治疗 2 型糖尿病，
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临床上可以作为治疗糖尿病的首选辅助用药，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使用。
【关键词】 六味地黄汤；2 型糖尿病；辅助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the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36 case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in 2012 were treated with the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for 1 month.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and
observe the efficacy. Results: 22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effective in 12 cases, ineffective in 2 cases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4.4%.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different symptoms,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adjuvant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can
achieve a multiplier effect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diabetes; can be used as an adjuvant of choice.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the
primary hospital.
【Keywords】 Liuwei Dihuang decoction; Type 2 diabetes; Aadjuvant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6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方式及行为的改变，

消者方药为：熟地 20g，山萸肉 20g，山药 25g，粉丹皮 10g，

其疾病谱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近 20 年来，高血压、高血糖、

云茯苓 10g，泽泻 10g；中消者方药为：熟地 15g，山萸肉 12g，

高血脂、肥胖等诱因作用下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不断攀升。特

山药 12g，粉丹皮 25g，云茯苓 20g，泽泻 20g；下消者方药为：

别是糖尿病的人群又逐渐增长的趋势，据卫生部发布的糖尿病

熟地 30g，山萸肉 25g，山药 30g，粉丹皮 5g，云茯苓 5g，泽

发病数据，至 2012 年，我国糖尿病发病人数超过 6 千万，有

泻 5g，附子 10g，肉桂 10g。服用后 1 个月检查血糖、血脂、

城市向农村发展的趋势，以成为继心血管、肿瘤之后的第三大

血压及尿蛋白，以观察疗效。

非传染性疾病，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极大的危

1.3 疗效评定标准

害人们的健康[1]。我院中医科自 2012 年 1 月～12 月在使用降

结合《社区卫生服务适宜技术手册》和《中药新药临床研

糖药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祖国医学适宜技术，运用六味地黄

究指导原则》，根据临床症状、中医症候及辅助检查的结果评

汤辅助治疗 2 型糖尿病 36 例，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现将治

定，显效：临床症状改善明显，中医症候积分减少 70%，血糖、

疗过程中的体会作如下报道：

血压、血脂及尿蛋白恢复正常；有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2 年 1 月～12 月在我院门诊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
者 36 例，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14 例，年龄 43～82 岁，平均
年龄（54±5.2）岁，病程 3～25 年，平均病程（10±3.7）年。

中医症候积分 30%～70%，血糖、血压、血脂及尿蛋白下降
大于 70%，但未恢复到正常值；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中
医症候积分减少 30%，血糖、血压、血脂及尿蛋白无明显改
变或升高[2]。
2

本组 36 例患者均符合 WHO 糖尿病专家委员会报告（1999）
的 糖 尿 病 的 诊 断 标 准 。 静 脉 血 浆 法 检 测 空 腹 血 糖 7.0 ～
11.1mmol/L 共 15 例，11.2～13.9mmol/L 共 16 例，>13.9mmol/
共 5 例，其中伴有高血压 6 例，高血脂症 14 例，尿蛋白阳性
11 例。中医分型：上消 12 例，中消 8 例，下消 16 例。
1.2 治疗方法
在常规运用降糖西药治疗和指导饮食、运动等健康教育的
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中医分型我们对六味地黄汤进行加减，上

结

果

本组 36 例患者经过 1 个月的治疗，显效为 22 例，有效为
12 例，无效为 2 例，总有效率为 94.4%。
3

讨

论

2 型糖尿病在临床上常见于中老年人群，是以血液中葡萄糖
慢性增高的代谢性疾病，由于胰岛素分泌相对减少或（和）胰岛
素抗体的形成，导致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代谢紊乱，继而脂肪及
蛋白质的代谢也出现异常，引起患者血压、血脂的升高和眼、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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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心血管系统的病变[1]。临床治疗的目的是降低血糖，减少

同时三补作用的药物熟地、山萸肉、山药要减少剂量，防止补

高血糖对其它器官的进一步损害，对已经发生并发症的患者，在

重而燥热。③下消患者往往多溲而膏浊不止，患者往往由阴损

控制血糖的同时，积极对并发症进行干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及阳，导致阴阳并损，在阴虚的基础上出现肾阳不足。以三补

和延长生命。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西药对降低血糖有确切

为主，熟地、山萸肉、山药要加大剂量，但同时泽泻、丹皮、

的治疗效果，而且费用较高，对并发症的处理，往往更复杂、费

茯苓三泻作用的药物药减少剂量，同时配附子、肉桂以温肾助

用更高，而祖国传统中医在这方面有着强大的优势。

阳。本组 36 例患者通过 1 个月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4.4%，取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糖尿病属于中医的消渴证，
《丹台玉案•

得满意的治疗效果。据现代医学研究六味地黄汤能够有如此功

三消》记载：“惟肾水一虚，则无以制余火，火旺不能扑灭，

效，是因为它不仅仅调整中医的症候，而且具有保护血管内皮

煎熬脏腑，火因水渴而益烈，水因火热而益干，阳盛阴衰构成

细胞、抑制氧自由基的形成、改善线粒体的功能，起到降压、

[2-3]

此证，而三消之患始剧矣”

，文中阐明消渴证始于阴虚。六

味地黄汤作为滋肾阴泻虚火的经典名方，首载于宋代钱乙的

降脂、降糖的作用；具有降低低分子蛋白的排泄和改善 T、B
细胞的功能，纠正患者的肾损害[5]。

《小儿药证直诀•卷下》
，方中熟地滋肾阴，益精髓，为补肾君

总之，根据患者的不同症候，我们灵活使用六味地黄汤辅

药；山萸肉滋肾益肝，涩精而固肾；山药补脾阴填精以养肾，

助治疗 2 型糖尿病，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临床上可以

为方中三补。粉丹皮配山萸肉泻肝火，云茯苓配山药利脾湿，

作为治疗糖尿病的首选辅助用药，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使用。

泽泻配熟地泻肾浊，为方中三泻。因此，方剂中三补配三泻，
补中有泻，使补而不腻，补中不留邪，在补肾阴虚方面有独到

参考文献：

的功效[4]。我们根据消渴证的病机和六味地黄汤的中医药理，

[1]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770-775

在临床上针对消渴证不同的症候，调整方剂中诸药的剂量，能

[2]孙天森,杜玉勤.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临床观察与体会[J].中国实用医学,

够达到相互补充、殊途同归的效果。我们体会到：①上消患者

2011,6(15):108-109

往往多饮而渴不止，患者病机为虚实夹杂，方用熟地主在重补

[3]张伯叟.中医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42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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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478-482

山萸肉益肾固精，不使水谷精微下注，泽泻、丹皮泻热养阴，

[5]王松耀.加味地黄汤治疗 2 型糖尿病 60 例[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

从而泻之不伤正。②中消患者往往多食而饥不止，患者病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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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阴虚为主，以三泻为主，泽泻、丹皮、茯苓要加大剂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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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65 页）
3.2 治疗结果
治疗组 60 例中治愈 40 例，占 66.68%；好转 16 例，占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丹参根的乙醚提取物丹参酮对革兰氏
阳性菌有抑制作用，并且有抗雄性激素和温和的雌性激素作用[1]。

26.66%；未愈 4 例，占 6.66%；总有效率为 93.34%。对照组

这与西医病因病理中的雄性激素分泌过多，毛囊、皮脂腺的慢

60 例中治愈 24 例，占 40%；好转 23 例，占 38.33%；未愈 13

性炎症契合。故无论从中医或西医治疗本病的机理出发，丹参

例，占 21.67%；总有效率为 78.33%。两组总有效率经统计学

均是首选药物。

处理，差异有显著意义（P<0.01）
。

4.3 剂型改革

4

讨

论

4.1 病机探讨

中药袋泡剂即古之中药煮散，是汤剂之一种，沿用已久，
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四逆散、半夏散及抵当汤等均是
药物为末，水煎去渣取汁口服。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

痤疮，中医称之为“粉刺”
。最早见于《黄帝内经》
，如《素

中记载了“续命煮散”“茯神煮散”等。宋代煮散广泛应用，

问·生气通天论》云：
“劳汗当风，寒薄为皶”
。王冰注曰：
“皶

沈括《梦溪笔谈》云：“古方用汤最多，用丸散者殊少。近世

刺长于皮中，形如米或为针·俗曰粉刺。
”
《外科正宗·肺风粉

用汤者少，应汤皆为煮散。”又《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

刺 酒皶鼻第八十一》指出：粉刺属肺，由血热郁滞不散而成。

《济生方》等名著中均有煮散之记载。近贤蒲辅周在《蒲辅周

《医宗金鉴·外科必法要诀·肺风粉刺》云其：“此证由肺经

医案》中记载“将药共为粗粉·纱布包煎。”亦是中药煮散的

血热而成”
。近贤谭新华、陆德铭在《中医外科学》中强调“肺

应用。中药煮散比中药饮片煎煮率高，可节省 1/2～1/3 量，且

经血热”为主要病因病机，良有肺热熏蒸于上，血热藴结肌肤

达到或超过全量饮片的治疗效果[2]。

所致。
4.2 方药简析
针对上述病机，治宜凉血清热为主。丹参具有活血调经，
凉血消痈，清心安神功效。既凉血又活血，能清泄瘀热而消痈
肿，故治疗疮疡痈肿，癥瘕积聚。
《神农本草经》谓其：
“主寒

野生丹参袋泡剂，既节省了药材，又避免中药饮片煎煮的
费工、费时，且疗效好，故为治疗寻常痤疮的理想中药制剂，
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热积聚，破癥除瘕”
《重庆堂随笔》指出：
“丹参，降而行血，

[1]王定邦,等.丹参酮治疗痤疮[J].中华皮肤科杂志,1998,21(3):167

血热而滞者宜之。”由是观之，一味丹参紧扣粉刺“血热郁滞

[2]曹春林主编.中药药剂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61-162

不散”之病机，故取效甚捷。

编辑：许怡萌

编号：EA-13050313（修回：2013-11-23）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22

-68-

沙参麦冬汤治疗小儿阴虚咳嗽 43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3 cases of Yin deficiency coughs in children
王秀俊
（甘肃省靖远县中医院，甘肃
中图分类号：R256.11

靖远，7306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68-02

【摘 要】 目的：观察沙参麦冬汤加减治疗小儿阴虚咳嗽的疗效。方法：选择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4 月应诊的阴虚咳嗽
患儿 43 例，以沙参麦冬汤为主方，随症加减，6d 后统计疗效。结果：治愈 24 例（55.81%）
，好转 15 例（34.88%）
，未愈 4 例（9.30%）
，
总有效率为 90.70%。结论：应用沙参麦冬汤加减治疗小儿阴虚咳嗽疗效显著。
【关键词】 小儿咳嗽；阴虚证；沙参麦冬汤；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Shashen Maido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Yin deficiency cough in children.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2 to April 2013, 43cases of Yin deficiency cough in children were treated with Shashen Maidong decoction. To stats
effects after 6 days. Results: 24 cases (55.81%) were cured, improved in 15 cases (34.88%), healed in 4 cases (9.30%), total efficiency was
90.70%. Conclusion: Shashen Maidong decoc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Yin deficiency cough.
【Keywords】 Cough in children; Yin deficiency; Shashen Maidong decoct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7
咳嗽是小儿常见的一种肺系病证。临床上虽以外感咳嗽较

3.2 治疗结果
43 例中治愈 24 例，好转 15 例，未愈 4 例，总有效率为

为多见，但内伤咳嗽病程较长，最为患儿所苦，其中尤以阴虚
咳嗽为甚。笔者临证发现应用沙参麦冬汤治疗小儿阴虚咳嗽可
取的很好的临床疗效。现将我科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4 月应
用沙参麦冬汤加减治疗阴虚咳嗽患儿的相关情况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90.70%。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7 岁，2012 年 11 月 13 日就诊。患儿两周前

出现咳嗽伴痰，痰量较多，色白质稀，容易咯出；1d 后痰色黄

43 例患儿全部为门诊阴虚咳嗽病例，其中男 25 例，女 18

白相间，质稠，不易咯出，并伴有发热，咽痛，鼻流浊涕。经

例；年龄 6 个月～12 岁，其中 6 个月～3 岁 13 例，3～6 岁 22

治疗后，咳嗽减轻，痰量减少，但仍有干咳，低热，并伴有口

例，6～12 岁 8 例。全部病例均以干咳为主症前来就诊，伴无

渴，咽干，咳声嘶哑，纳差，舌红少苔，脉细数。此证为外感

痰，或痰少而粘，不易咯出，口渴咽干，咽痒，咳声嘶哑。双

风寒，寒邪束表，从阳化热，热灼肺津之阴虚咳嗽。治当养阴

肺呼吸音粗糙，或有少量的散在的干、湿性啰音，舌红苔少或

清热，润肺止咳。方用沙参麦冬汤加减：南沙参 12g，北沙参

花剥，脉细数或指纹紫。

12g，玉竹 10g，麦冬 10g，桑叶 6g，天花粉 15g，白扁豆 10g，

2

治疗方法

地骨皮 10g，紫菀 10g，焦山楂 10g，焦麦芽 10g，焦六神曲 10g，
生甘草 6g。3 剂，水煎服，1 剂/d，3 次/d。服上药 1 剂后，咳

主方组成：沙参、麦冬、玉竹、天花粉、桑叶、白扁豆、

嗽减轻；3 剂后，食纳可，口渴、咽干症状消失，但仍有低热，

甘草。随症加减：低热不退加青蒿、地骨皮、胡黄连退虚热；

偶有咳嗽。上方减桑叶、天花粉、焦麦芽、焦六神曲，3 剂后，

久咳加五味子、诃子、乌梅敛肺止咳；痰粘加川贝母、紫菀

患儿痊愈。

清金润肺化痰；食少纳差加焦山楂、焦麦芽、焦六神曲消食
助运；盗汗加煅龙骨、煅牡蛎、浮小麦敛阴固涩；夜寐不安

5

讨

论

加炒酸枣仁、远志养心安神。服药方法：水煎服，小于 3 岁

小儿肺常不足，卫外机能不固，寒暖不能自调，调护不当

患儿 1 剂/2d，少量频服；大于 3 岁患儿 1 剂/d，3 次/d。治疗

易感外邪，邪犯肺卫，肺失宣肃，气机上逆，发为外感咳嗽。

6d 后统计疗效。

外感咳嗽日久不愈，耗伤正气，可转为内伤咳嗽。小儿稚阴未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评定[1]

长，体内精、血、津液等物质缺乏，阴液不足；加之“体属纯
阳，六气着人，气血皆化为热”，感邪后易耗液伤津，故临床
上小儿内伤咳嗽易见阴虚内热之证。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

治愈：咳嗽消失，听诊干、湿性罗音消失。如有发热则体

病证比较单纯，因此在处方遣药时应力求精简灵活，不可重浊

温降至正常。好转：咳嗽减轻，呼吸音清晰，痰减少。未愈：

呆滞，要寒不伤阳，热不伤阴，补不碍邪，泻不伤正。诚如《温

咳嗽症状及体征未见改善或加重。

病条辨·解儿难》所载：“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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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捉风捕影，转救转剧，转去转远”，

一可凉透燥热而外出，二可宣降肺气以布津，载轻清之药上行，

故此证在遣药时宜选清养之品，而不宜用厚腻之味，以防其阻

三可凉肝以防肝火风阳之升动；生扁豆甘平和中，既鼓舞脾胃

碍脾阳，抑制生机。脾胃为后天之本，小儿生长发育有赖脾胃

生津之源，又可防止甘寒滋腻碍胃之弊；生甘草甘平泻火和中，

化生精微之气以充养，疾病的回复亦靠脾胃健运生化，且小儿

调和诸药以为使。全方药味轻灵简洁，诸药合同，养阴清热、

脾常不足，因此治疗时应处处顾及脾胃之气，切勿使之损伤。

润燥生津，既可补脾和中，又防滋腻之弊，亦解动风之忧，正

正如万全所言：
“五脏有病，或泄或补，慎勿犯胃气。
”小儿肝

符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故用于小儿阴虚咳嗽可使肺阴得复，虚

常有余，感邪之后易于从阳化热，由热化火，火热炽盛，扰动

火得清，咳嗽得平，诸症得愈。

肝风，故组方时应见微知著，先证而治，挫病势于萌芽待发之
时，挽病机于欲成未成之际。《金贵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

参考文献：

证第一》“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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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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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参麦冬汤源于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由沙参、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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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养阴清热、润燥生津之功，主要治疗温热和燥热之邪伤及肺
胃阴分之证。方中沙参、麦冬具有养阴清热润燥之效，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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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骨伤手法结合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TCM Traumatology
methods combined with modifie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赵长安
（河南省扶沟县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323.3+3

扶沟，4613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69-02

【摘 要】 目的：为了观察中医骨伤手法结合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总结我院
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30 例资料，所有患者治疗方法选择中医骨伤手法结合独活寄生汤随症加减进行治疗，治疗后按照《中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标准进行疗效评价。结果：30 例资料治疗后痊愈 8 例（26.7%）
，显效
13 例（43.3%）
，有效 3 例（10%），失败 6 例（20%）
，总有效率为 80.0%。结论：中医骨伤手法结合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具有满意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骨伤手法；独活寄生汤；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practices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TCM
Traumatology methods combined with modifie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ummary of our hospital, the
information of 30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all patients treated with TCM Traumatology methods combined with modifie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After treat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research” Guidelines about lumbar disc
herniation criteria for efficacy evaluation. Results: Among the 30 cases, 8 cases were cured (26.7%), 13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43.3%), effective in 3 cases (10%), failure of 6 cases (20%);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0.0%. Conclusion: TCM Traumatology methods
combined with modifie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Keywords】 Traumatology methods;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Lumbar disc herniation;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8
腰椎间盘突出是由于腰椎间盘变性，纤维环破裂，髓核突

的原因较多，临床较为常见的有外伤、长期劳损、负重过度、

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临床症状

风寒侵蚀等，如果不及时控制病情的话可危及神经，造成神经

[1]

和体征，是引起腰腿疼痛的主要病因之一 。该病高发于 30～

支配区的运动及感觉障碍，最终导致瘫痪[2]。为了观察中医骨

50 岁之间，临床症状以疼痛为主，可表现为腰痛、坐骨神经痛，

伤手法结合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

病情较重的话还可出现下肢发凉、行走困难等。腰椎间盘突出

疗效，笔者回顾性总结我院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3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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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3 例（10%）
，失败 6 例（20%）
，总有效率为 80.0%。

1

3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讨

论

本研究中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施行的中医骨伤疗法依

本研究资料对象来自于 2011 年 10 月～2013 年 3 月期间我院

据：一是能够降低患者椎间盘内部压力，使突出物回纳，以便

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30 例资料，其中包括男性 17 例，女

于减轻对病变部位神经根的压迫作用；二是能够调整神经根管

性 13 例，年龄范围为 28～63 岁，中位年龄为 48 岁，病程范围为

的容积，使患者上下的关节突松动；三是加快患者局部血液流

1 个月～4 年，统计资料入选标准：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临床诊断

动，从而使患处致痛物质能够分散和消失，从而达到减轻患处

结果符合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中的诊断标

疼痛和改善肌肉痉挛状态的目的[4]。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患者因

准，统计资料排除标准：排除同时合并骨质疏松现象患者，排除

为腰腿痛到诊所看病，大夫用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一节椎间盘突

CT 影像学检查结果为中央型突出患者，排除椎间盘脱出患者，马

出，然后用力一推，说突出的椎间盘复上了。还有患者得了椎

尾神经收到不同程度压迫患者和明显的椎管狭窄患者。

间盘突出症以后直接要求手法复位，这都是不科学的。实际上，

1.2 治疗方法

椎间盘一经突出就很难复位，只有少数膨隆型的椎间盘突出经

30 例资料治疗方法都选择中医骨伤手法结合独活寄生汤

卧床休息或牵引等保守治疗后可有部分回纳或复位，但并不是

随症加减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嘱咐患者要多休息同时根据病

用手推的结果，而是由于自身结构作用的结果。临床上常见的

情配合腰背部肌肉的相关功能训练。

情况是手法推拿复位后不但没有减轻症状反而加重，应该引起

中医治疗骨伤手法：一是通过放松的手法使患者臀部和腰

大家的重视。

背部的肌肉得到放松，患者在床上保持俯卧位置，医师在其腰

在中医用药方面，祖国中医将腰椎间盘突出症归结于“腰

部涂抹适量的麻油后，使用掌推法使患处血液循环加快，而后

痛”和“痹病”的范畴，中医理论认为该类疾病主要是由于患

通过叠掌按压从患者腰部到臀部由上而下，由轻而重地按摩

者气血不足，风寒和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经络阻塞而致病，因此，

7～8 次。二是通过复位手法来拉宽患者脊椎椎间隙，患者俯卧

中药治疗方法应该以补气益血和祛除风寒湿邪为主要，同时根

位置充分暴露腰部，医师通过双手的大拇指沿着患者脊柱中间

据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根据患者实际病情进行随症加减，独

两侧部分由上而下用力推动（注意用力的深透和平稳），按摩

活寄生汤具有补气益血和祛除风寒湿邪的功效[5] 。本研究 30

7～8 次后令患者拉住床边，另请两名助手各拉住患者两腿，医

例资料的治疗结果也表明了：中医骨伤手法结合独活寄生汤加

师通过右肘肘尖部位压在患者突出椎体棘突下面突出的一侧

减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具有满意的临床疗效。

旁边，同时配合两助手，借助身体的力量持续性按压 1min。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该类疾病的诊断方面[6]：随着 CT 及

是穴位按摩：通过拇指点按患者背部两侧膀胱经部位的肾盂穴

MRI 的普遍使用，确实提高了该病的诊断正确率，但不能完全

和腰部的阿是穴，通过肘尖点按承扶穴。四是活动关节部位：

依赖这些辅助检查。首先应明确的是，影像学上的椎间盘突出

令患者取仰卧体位，对患者使用直腿抬高手法和牵引下肢的手

（或膨出）与临床中所指的椎间盘突出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法来活动患侧相关关节，每次训练 30min，每天训练 1 次。

前者仅指影像学上（CT、MRI 等）有椎间盘突出或膨出的客

中药治疗选择独活寄生汤随症加减治疗：独活寄生汤药方

观影像，后者则必须是患者产生了相应的主观症状和客观体

基本组成为：独活 15g，桑寄生 10g，杜仲 15g，牛膝 15g，桂

征。目前对该病的诊断极其混乱，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滥用 CT

心 10g，防风 10g，当归 10g，白芍 10g，川芎 15g，茯苓和党

及 MRI 检查，单纯依靠所谓影像学异常（实际为正常生理退

参各 10g。在此药方基础上，对于血瘀现象者加用红花 10g，

变），不结合临床症状及体征，作出错误的结论，甚至错误进

桃仁 10g；对于气虚现象患者加用黄芪 30g；对于寒湿现象患

行非手术及手术治疗，都是不应该的。

者加用附子 10g，防己 10g；对于有便秘现象患者加用生大黄
10g；对于阳虚者加锁阳 10g，以上药方用水煎后，取水煎煮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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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多发性神经炎的临床效果分析
Clinical effect analysis on treating polyneuritis with
the Danggui Sini decoction
余昌海
（湖北省谷城县人民医院，湖北 谷城，441700）
中图分类号：R322.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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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在多发性神经炎的临床治疗上采用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采集我院 2011 年 1
月～2013 年 3 月多发性神经炎患者 65 例，按随机分组方法将患者分成两组，实验组 32 例，采取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对照组 33
例，采取西药常规治疗方法治疗，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并得出结果。结果：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有明显差别，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采用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多发性神经炎，患者治愈、治疗显效、治疗有效的比率均比对照组
高，临床治疗效果较好，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多发性神经炎；当归四逆汤加味；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on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Danggui Sini decoction on treating polyneuritis. Methods:
To collect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March 2013 multiple neuritis patients 65 cases, divided the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ization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Danggui Sini decoction, and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compared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and the results. Results: Clinical outcomes
compared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Danggui
Sini decoction for treating polyneuritis, the cure rate, markedly effective rate and effective rate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linical treatment efficacy was better, worthy of use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Polyneuritis; Danggui Sini decoction;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39
多发性神经炎也称末梢神经炎，是各种病因引起的肢体远

完善相关检查后采取西医方案治疗，主要操作如下：①找

端神经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主要有肢体远端对称性感觉、运动

出导致多发性神经炎的病因，进行对因治疗，如糖尿病者控制血

和自主神经功能异常[1]，受累的肢体远端可出现针刺、蚁走、

糖，药物引起的停用相关药物，尿毒症的行血液透析等。②使用

烧灼、触痛和感觉过敏等刺激性症状我院引进当归四逆汤加味
对多发性神经炎进行治疗，得到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具体结
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采集我院 2011 年 1 月～2013 年 3 月多发性神经炎患者 65
例，年龄 17～65 岁，平均年龄 41.7 岁，男性 31 例，女性 34
例，患者均出现肢体远端手套-袜子形分布的对称性感觉障碍，
末端有较明显的迟缓性瘫痪表现，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等辅
助检查结果符合多发性神经炎的诊断。按随机分组方法将患者
分成两组，实验组 32 例，对照组 33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病程、病情、其他慢性疾病患病率、经济情况和文化程度等因

辅酶 A、ATP、维生素 B 等营养神经的药物；③有明显疼痛症
状的可适当使用止痛药物，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对治疗的
依从性。④急性发作期宜卧床休息，注意饮食营养。⑤加强康
复治疗，防止关节挛缩、畸形。
治疗后判断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判断标准如下：治愈：患
者治疗后运动、感觉障碍等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相关检
查结果明显好转；显效：患者治疗后运动、感觉障碍等临床症
状及体征较治疗前有明显缓解，相关检查结果有好转；有效：
患者治疗后运动、感觉障碍等临床症状及体征较治疗前稍有缓
解，相关检查结果异常较治疗前无加重；无效：患者治疗后运
动、感觉障碍等临床症状及体征较治疗前无缓解甚至加重，相
关检查结果异常较治疗前加重。
1.2.2 实验组
经过中医辨证后予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当归四逆汤包括

素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当归、大枣、炙甘草、桂枝、白芍、木通、细辛 7 种中药。根

1.2 方法

据患者不同的症型加用不同的中药，气滞血瘀证加用红花、丹

1.2.1 对照组

参和鸡血藤，有助于活血化瘀、行气；气血两虚证加用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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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黄芪、制首乌、熟地以补气、补血；兼寒湿证加薏苡仁、苍木

显效以及有效的比率总和）
。

以祛寒利湿；疼痛灼热着加用知母、延胡索、忍冬藤减轻疼痛。

1.4 统计学分析

中药 1 剂/d，水煎两次后，将前后所得药汤混合均匀后分两次服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 SPSS1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

用。

计量资料对比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卡方检验，以
治疗后按与对照组相同的标准评价患者临床治疗效果。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3 观察指标

2

反映临床治疗效果的指标：治愈例数及比率、显效例数及

结

果

见表 1。

比率、有效例数及比率、无效例数及比率、总有效率（治愈、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情况 [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2

18（56.3）

10（31.2）

2（6.3）

2（6.3）

93.8

对照组

33

14（42.4）

9（27.3）

4（12.1）

6（18.2）

81.8

注：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性神经炎的临床治疗中经过中医辨证后采用当归四逆汤加味

多发性神经炎在临床上比较常见，引起肢端神经功能障
碍，对患者生活及工作造成较大的影响。中医对多发性神经炎
的辨证分析如下：气滞血瘀会引起指端麻木，感觉障碍，甚至
出现疼痛和烧灼感，肢端青紫，温度下降，是由于气血运行受
阻，寒湿停阻于体内致[2]。气血两虚会引起肢端麻木、蚁走，
肢体感觉成手套-袜子形减退或消失。兼寒湿证会引起四肢皮温
下降，肢体乏力和麻木感等症状[3]。
本研究数据显示实验组在应用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后患
者治愈率、治疗显效比率、总有效率均较对照组高，治疗无效
比率较实验组低，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该治疗方案有更

治疗后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满意，有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赵新爱,叶书敏.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多发性神经炎 36 例[J].中医杂志,
2003,4:284
[2]曾德祥.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多发性神经炎 30 例临床观察[J].中医药导报,
2011,3:42-43
[3]王宽富.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多发性神经炎的临床效果分析[J].求医问药:
下半月,2012,5:313

好的治疗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综上所述，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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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肿瘤临床组方思维探索
Exploration of TCM oncology clinical prescription thinking
王大鹏
（河南中医一附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72-02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中医肿瘤临床组方“辨证＋辨病”思维治疗肿瘤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100 例肿瘤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对于观察组患者采取“辨证＋辨病”思维在传统的辨证论治
方的基础上结合合适的整个治疗方案所用到的全部中药材的寒热温凉等药性，使其完全符合患者的临床病征；对照组患者仅
在传统的辨证论治方的基础上加用几味抗癌药物。结果：观察组患者用药后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对患者进行随访观察，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转移率、病情加重情况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间差异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医肿瘤临床组方“辨证＋辨病”思维治疗肿瘤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上
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医肿瘤；临床组方思维；辨证；辨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of the clinical results of TCM oncology clinical prescription “dialectical +
identified disease” in treating cancer.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January 2010～January 2011 in our hospital 100 cases of cancer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data,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o take “dialectical＋identified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he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2 期

-73-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appropriate treatment programs us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ld and coo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other herbs to achieve full compliance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control group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only in the traditional party based on the use of several taste anticancer medicines.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to observe the group of patients with relapse rate, the transfer rate of exacerbations circumstanc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of patie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CM oncology clinical prescription “dialectical＋identified disease” thinking has good clinical result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oncology; Thinking of clinical prescription; Differentiation; Identifying diseas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0
中医肿瘤临床组方“辨证＋辨病”思维运用于中医治疗

对于观察组患者采取“辨证＋辨病”思维在传统的辨证论

肿瘤已有较长的时间，可取得较快的短期疗效以及较巩固的

治方的基础上结合合适的整个治疗方案所用到的全部中药材

长期疗效 [1]。本研究现对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 月我院收

的寒热温凉等药性，使其完全符合患者的临床病征；对照组患

治的 100 例肿瘤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比

者仅在传统的辨证论治方的基础上加用几味抗癌药物[2]。对比

分析中医肿瘤临床组方“辨证＋辨病”思维治疗肿瘤与仅在

分析两组患者用药后的临床疗效以及复发、转移、病情加重等

传统的辨证论治方的基础上加用几味抗癌药物治疗肿瘤的

发生情况。

临床疗效以及复发、转移、病情加重等发生情况。现具体报

1.3 疗效评价标准
经过治疗患者肿瘤得到控制，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无复发、

道如下。
1

转移，视为显效；经过治疗患者肿瘤得到控制，临床症状有所

资料与方法

改善，临床上未见复发、转移，视为有效；经过治疗患者症状
无改善，出现复发、转移、病情加重，视为无效。总有效率＝

1.1 一般资料

显效率＋有效率[3]。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肿瘤患者，共
100 例，其中男 54 例，女 46 例，年龄 44～83 岁，平均

1.4 统计学方法

年龄（56.4±8.2）岁。按照随机的方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一般

应用 SPSS 18.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比
较用（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²检验。

病情 等方 面的 差异 （P>0.05）， 无统 计学 意义 ，两 组资 料

2

具有组间可比性。

结

果

见表 1、表 2。

1.2 方法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8

对照组

50

3

34

8

92.0

15

32

64.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 2 两组患者复发、转移以及病情加重情况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复发

转移

病情加重

观察组

50

3

3

2

对照组

50

13

10

9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中医肿瘤临床组方“辨证＋辨病”思维，组方中考虑了现
代医学的诊疗条件，可针对病因用药，同时可以预防以及治疗
性的用药，这种组方思维更加科学化。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

参考文献：
[1]张润顺,周雪忠,王映辉.利用名中医诊疗信息采集及分析挖掘平台开展肿
瘤中医诊疗经验研究的思路与实践[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2,
14(4):1817-1823
[2]范树池,江三红.肿瘤概念的新模式与中医药治疗肿瘤机理的探讨[J].中国

为：中医肿瘤临床组方“辨证＋辨病”思维治疗肿瘤具有良好

医学创新,2012,9(22):145-146

的临床效果，较少发生复发、转移和病情加重，值得在临床上

[3]谢旭.留人治病——中医治疗肿瘤探析[J].黑龙江中医药,2012,41(3):5-7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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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汤剂结合直肠用药治疗慢性盆腔炎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with TCM
decoction plus rectal administration
毕祥春
（即墨市市北医院，山东 即墨，266221）
中图分类号：R7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74-01

【摘 要】 慢性盆腔炎是妇科常见疾病，笔者与科室同仁采用口服汤剂的同时加灌肠的方法对慢性盆腔炎患者进行治疗，取
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慢性盆腔炎；中药汤剂；灌肠；疗效
【Abstract】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is a common gynecological disease. The author and colleagues treated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with TCM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rectal administration and achieved a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Keywords】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TCM decoction; Enema;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1
盆腔炎是指女性内生殖器官及其周围结缔组织、盆腔腹膜
发生的炎症。
盆腔炎有急性和慢性盆腔炎之分。急性盆腔炎继续发展可

细胞的转化和提高白细胞的吞噬能力。
笔者与科室同仁自去年开始，对接治的慢性盆腔炎患者采
用口服汤剂的同时加灌肠的方法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

引起弥漫性腹膜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果。口服汤剂的同时加直肠用药，外治法接近或直接作用于病

若在急性期未能得到彻底治愈，则可转为慢性盆腔炎，往往日

变部位，有利药物吸收，提高病变局部的药物浓度，促进局部

久不愈并可反复发作。盆腔的炎症可局限于一个部位，也可同

组织血液循环，有助于炎症的吸收。

时累及几个部位。最常见的是输卵管炎及输卵管卵巢炎，单纯

口服汤药选用自拟盆炎汤方剂，药方为：当归 15g，桃仁

的子宫内膜炎或卵巢炎较少见。盆腔炎是生育期妇女的常见

12g，红花 15g，川芎 15g，红藤 15g，延胡索 15g，赤芍 12g，

病。中医学关于本病的论述，散见于“热入血室”
、
“带下病”、

金银花 30g，败酱草 30g，香附 12g，肉桂 6g，车前子 15g，乳

“妇人腹痛”
、
“瘢癥”
、
“不孕”等病证中。

香 12g，没药各 12g，甘草 9g。对带下量多加薏苡仁、白芷；

慢性盆腔炎是一种妇科临床上的常见病及多发病，大多由

带下稠者加苍术 10g，黄柏 6g；带下味臭者加龙胆草 20g，黄

于急性期治疗不及时、不规范，炎症迁延所致。当机体抵抗力

芩 10g；腰酸者加续断 10g，桑寄生 15g；疲乏无力者加党参

较差时可有急性发作，往往病程迁延，病情顽固，久治不愈，

20g，黄芪 20g；小腹包块者加莪术 10g，夏枯草 15g；胸胁乳

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由于各种宫

房胀痛加郁金、川楝子；疲乏无力食少加人参、白术、焦山楂、

腔操作增多，以及不洁性生活等的影响，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

鸡内金。1 剂/d，水煎服，月经期停药。于不同症状的病患可

现代医学治疗慢性盆腔炎仍以抗菌、消炎为主，西药中抗
生素对控制盆腔炎急性期敏感细菌感染较为有效，但对于慢性

根据具体病情再行加减药方的剂量。14d 为 1 个疗程，平时注
意饮食。

盆腔炎症，由于组织粘连化、局部循环障碍，抗生素难于渗入

直肠用药，药物在直肠可吸收 50%～70%，将红藤 30g，败

局部发挥作用，对消除炎症浸润之纤维组织和结缔组织效果较

酱草 20g，赤芍 15g，蒲公英 25g，三棱 9g，莪术 9g，延胡索

差，且抗生素不具备缓解粘连及止痛作用。长期使用可产生耐

12g 等随症加减，取水 500ml 药煎至 100ml，睡前嘱患者排尿，

药性，副作用大。故慢性盆腔炎单纯用抗生素治疗，疗效并不

按照常规灌肠法用 8 号导尿管插入直肠，灌肠完毕。嘱患者县

显著。而中医从治本出发，标本同治，治病求因，则有明显优

屈膝卧床 20～30min，全身放松，中药保留灌肠 8h 以上，每晚

势。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原则，本文所引用的内治法、外治法皆

1 次，14d 为 1 个疗程（月经期停药）
，共用 2 个疗程。

针对干起肝气郁滞、气血瘀滞、寒湿凝滞、湿热瘀结等证而立

慢性盆腔炎采用中药汤剂结合直肠用药治疗，克服了单纯

足于疏肝活血化瘀、清热利湿、解毒化瘀、温经散寒。现代药

用抗生素容易耐药、副反应大、某些粘连瘢痕组织药物不容易

理学研究表明：疏肝活血化瘀、清热利湿和解毒化瘀类药物对

到达的缺点。中药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可改善微

慢性增殖性炎症有明显的抑菌作用，并能改善微循环，降低炎

循环及血液集聚状态，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使用治疗慢性盆腔

症区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炎症的渗出，促进炎性渗出物的吸

炎相互协调，可增强治疗效果，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减少复

收。此外，该类药物还有明显的解热镇痛作用，以及增强细胞

发，且价格低廉，可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炎的良好选择。

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作用，提高 T 细胞或增强其功能，促进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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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 45 例的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45 cases of chronic osteomyel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沈 虹
（河南省信阳市第二中医院，河南 信阳，464000）
中图分类号：R3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75-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的方法及其临床疗效，总结临床用药经验以提高自身水平。方法：将 2008
年 3 月～2013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 93 例慢性骨髓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单纯西医治疗，治疗组则给予西医
结合中医治疗，记录并作回顾性分析。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大于对照组且据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
性骨髓炎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值得临床上进一步研究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慢性骨髓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summarize experience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own level. From March 2008 to February 2013, 93 cases were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modern medicine alon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record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superior to
modern medicine alone, was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and promo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Chronic osteomyel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2
慢性骨髓炎是化脓性细菌导致骨髓腔、骨、骨膜及其周围
软组织的化脓性炎症，临床表现主要是局部疼痛、红肿、流脓，
可伴随发热、恶寒等全身中毒症状，多因急性骨髓炎治疗不恰
[1]

应彻底摘除，且同时切除肉芽或疤痕组织，予以庆大霉素加
生理盐水冲洗。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根据证型给予中医治疗[3]，具体如

当或开放性骨折后继发感染而致 。因病灶内遗留瘢痕组织以

下：①热毒炽盛型：局部皮肤红肿、热痛，窦道流稠黄色脓液，

及坏死组织、局部血液循环差以及药物不易达到有效浓度等，

体温 38℃以上，伴有心烦、口渴、溲赤、苔黄腻、舌红及脉洪

而使治疗困难，常迁延不愈。现将我科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慢

数等；治则为清湿泻火，中药方为甘草 3g，川莲、黄柏、黄苓

性骨髓炎的临床情况报告如下。

及栀子各 6g，银花、车前子、泽泻、知母、地鳖虫、茯苓、败

1

酱草及蒲公英各 9g，生地 15g。②气阳两虚型：局部皮肤肿痛，

资料及方法

轻微灼热感，未形成瘘管或瘘管流清稀液体，伴随口干、全身

1.1 一般资料

乏力、自汗或盗汗，体温多在 37.5℃左右，舌红，脉细无力；

选择 2008 年 3 月～2013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 93 例慢性骨髓

治则为益气养阴、清热解毒，中药方为炙草 3g，木香、制乳没、

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 93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治疗组，

陈皮及炮山甲各 6g，当归、焦术、白芍、茯苓及川芎各 9g，

其中对照组 48 例，治疗组 45 例。对照组中男性 33 例，女性

蒲公英及紫地丁各 15g，党参及黄芪各 30g。③脾肾阳虚型：

15 例；年龄 20～67 岁，平均 38.4 岁；病程 9 个月～6 年，平

局部皮肤稍肿胀、疼痛、体温正常，可伴乏力、畏寒、舌淡、

均 2.4 年；致病因素：外伤感染 21 例，骨折内固定术后 14 例，

苔薄、纳差、脉沉缓无力；治则为托里解毒、益肾补脾，中药

局部软组织感染蔓延 10 例，其他 3 例。治疗组中男性 31 例，

方为甘草 3g，白芷、桔梗及皂角刺各 6g，川芎、白芍、山药、

女性 14 例；年龄 19～68 岁，平均 39.3 岁；病程 10 个月～5

白术、牛膝、金银花、熟地及茯芩各 9g，党参 15g，黄芪 30g。

年，平均 2.5 年；致病因素：外伤感染 20 例，局部软组织感染

此外，还可以使用中药外治，可将儿茶、侧柏、血竭、黄莲及

蔓延 11 例，骨折内固定术后 10 例，其他 2 例。两组患者在一

黄芩各 15g，炉甘石 30g，煅石膏 150g 研成细沫插入瘘管或窦

般资料上经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且具备可比性。

道深处引流；或使用外敷生肌膏。

1.2 治疗方法

1.3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
[2]

对照组患者给予单纯西医治疗 ，主要方法如下：①西

痊愈：患者全身及局部临床症状消失，窦道愈合，X 线显

药药物：使用广谱抗生素如头孢噻肟钠、头孢曲松钠等进行

示骨质修复、骨折愈合及关节功能恢复正常；好转：患者全身

抗感染，同时予以营养支持及对症治疗如静脉滴注氯化钾、

及局部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窦道近期愈合，但 X 线显示病骨部

脂肪乳、血浆及白蛋白等。②手术治疗：穿刺病变部位，尽

分修复；无效：治疗后患者仅一般症状改善，但窦道、X 线无

可能抽尽其中分泌物，可行开船引流术；若是死骨或死腔，

明显改善甚至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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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4 统计学处理

治疗上多是手术与药物结合，即改善患者全身情况，控制感

使用统计学软件 SAS9.0 进行统计学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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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和手术处理，临床上采取西医结合中医，可巩固、增强临
床疗效，本研究亦证实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的临床疗

治疗结果

效确切，值得推广。
见表 1。
参考文献：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1]段建青.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 65 例疗效观察[J].河南外科学杂志,

组别

例数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8

13

23

12

75.00

2012,18(3):55

治疗组

45

22

19

4

91.11

[2]王越良,董建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慢性骨髓炎的临床观察[J].求医
问药:学术版,2011,9(4):160

注：卡方值为 6.5197，P=0.0107<0.05。

[3]任春青,尹斌.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 126 例体会[J].河南外科学杂志,2010,

3

讨

论

16(4):92

慢性骨随炎在中医学属于“附骨疽”、“骨疽”及“多骨

[4]田红彬.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 76 例疗效观察[J].内蒙古中医药,2010,

疽”等范畴，中医认为“火毒”是本病主要致病因素，急性

29(18):28

期“火毒”炽盛，慢性期出现余毒潜伏而导致迁延不愈，中

[5]曹冶.70 例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的临床观察[J].中国卫生产业,

[5]

医治疗上应以清热解毒为主贯穿始终 ；黄芪、当归等能扶

2012(5):151

正祛邪、补气养血，金银花、蒲公英、甘草等具有清热、解
毒、化湿之效，黄柏、黄苓具有清热燥湿、解毒疗疮的功效，
各药联合使用，具有清热解毒、温经散寒及补益气血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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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活寄生汤加减配合针灸治疗膝骨性关节炎 31 例
Treating 31 case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with the modifie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plus acupuncture
侯玉科 马富强 张文举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76-02

证型：IDBG

要】目的：探究独活寄生汤加减配合针灸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观察。方法：挑选符合标准的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 61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 31 例，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采用独活寄生汤加减配合针灸治疗；对照组采用双氯芬酸缓释片口服
治疗；对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进行评分。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5%，对照组为 80%，两组比较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独活寄生汤加减配合针灸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疗效显著，且具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
【关键词】独活寄生汤；膝关节骨性炎；针灸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modifie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plus acupuncture o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61 caa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1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0 in the com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modifie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plus acupunctur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Diclofenac tablets oral treatment;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sco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3.5% in the treated group, 80% in the control,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modifie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plus acupuncture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has a good clinical safety.
【Keywords】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Knee osteoarthritis; Acupun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3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临床上多发病、常见病，发病

年 2 月～2012 年 3 月采用独活寄生汤加减配合针灸治疗

年龄多为老年人，临床症状为膝关节疼痛、肿胀、行走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61 例，取得比较好的临床效果，报告

不便、膝关节屈伸功能障碍、并发软腿现象。我院自 2010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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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临床缓解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本研究选取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 61 例，随机分为治疗

治疗组

31

15

10

4

2

93.5

组 31 例和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男 11 例，女 20 例；年龄 45～

对照组

30

6

11

7

6

80

1.1 一般资料

75 岁，平均 61.5 岁，病程 6～150 个月，平均（43.3±21.3）
个月。对照组 30 例，男 9 例，女 21 例，年龄 44～69 岁，平均
59.8 岁，病程 8～160 个月，平均（44.3±22.3）个月，两组患
者治疗前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4

讨

论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在中医学上属于骨痹、肾痹的范畴，
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人体关节的灵活性靠肝肾精血

1.2 诊断、纳入及排除标准
[1]

参考美国风湿病协会制定的膝骨性关节炎诊断标准拟定 。
中医诊断标准[2]需符合膝骨性关节炎肝肾不足，筋脉瘀滞的症
候，即膝关节疼痛，屈伸不利，舌偏红，苔薄白，脉弦。纳入
标准：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且为单膝发病；②在治疗前停用
其它药物 1 个月以上；③患者有良好的依从性。排除标准：
①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及严重精神病患者；
②合并风湿、痛风及类风湿性关节炎；③有明确膝关节外伤史；
④依从性较差；⑤服用其它药物或停药不足 1 个月者。
2

注：两组疗效比较，经秩和检验 P<0.05。

研究方法

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基本方药：独活 10g，
杜仲 15g，细辛 3g，桑寄生 15g，茯苓 15g，川牛膝 15g，当
归 9g，秦艽 9g，肉桂 6g，防风 6g，党参 15g，川芎 6g，熟
地黄 10g，白芍 10g，甘草 3g。临证加减：湿盛者去熟地黄，
加薏苡仁 20g，厚朴 15g，苍术 15g；寒甚者加干姜 6g；痛甚
者加延胡索 10g，制川乌 3g；夹瘀者加鸡血藤 20g，丹参 15g；

的滋养，随着人们年龄增长，肝肾精血逐渐亏虚，筋骨失养，
如同时感受风寒湿邪趁虚侵入，关节失去光泽，继而关节软
骨软化、剥脱，即发骨质增生，骨赘形成，关节畸形而出现
活动受限。早期临床表现膝关节发紧、隐痛、僵硬、上下楼
关节疼痛明显伴关节弹响声，进一步发展成膝关节肿胀，严
重时出现行走困难，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晚期出现膝
关节变形、挛缩、甚至功能的丧失，祖国医学把膝骨性关节
炎病因归于外伤致气滞血瘀、瘀阻脉络，或年老体衰，肝肾
亏虚、筋脉失养，该病的治疗方法为滋补肝肾、强壮筋骨、
舒经通络为主，兼以益气活血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独活寄生汤以祛风寒湿药为主，辅以补肝肾、养气血、
活血化瘀、通经止痛之品，方中独活善祛除筋骨间及下焦风
寒湿，通痹止痛；杜仲、桑寄生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白芍、
生地、当归养血活血；红花、三七通经祛瘀止痛；人参健脾
扶正固本；半夏消痞散结止痛；川乌行寒凝气滞；地龙、蜈
蚣、乌梢蛇息风止痉，甘草补气健脾，肉桂温通血脉，诸药
同用，共奏祛风寒湿，止痹痛、益气血、补肝肾之功效[3]。
内膝眼、梁丘、阴陵泉、外膝眼、阳陵泉、足三里、血

肿胀甚者加土茯苓 50g，萆薢 15g，车前子 15g，1 剂/d，水

海、阿是穴具有舒筋活血、疏通经脉止痛的功效，配合局部

煎煮两次，共煎取药汁约 300ml，分两次服用，2 次/d。配合

取穴滋养筋脉、解除痉挛，调和局部气血，针灸能更好的改

1.5 寸毫针针刺内外膝眼、足三里，血海、膝阳关、阳陵泉、

善局部血液循环，消除炎症、水肿、缓解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丰隆，用平补、平泻手法，使针感向下传导至以上诸穴。对

的临床症状。

照组给予双氯芬酸钠缓释片（扶他林）口服，75mg/次，1 次

现在医学研究表明独活寄生汤具有良好的镇痛、抗炎的

/d，饭后服。两组治疗均以 6 周为 1 个疗程。

作用[4]。本组临床疗效观察显示：采用独活寄生汤加减配合

2.2 疗效标准

针灸治疗骨性关节炎，针止痛减、药到病除、互补互利、临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制定临床缓解、

床疗效显著优于双氯芬酸缓释片的治疗效果，且无明显的不

显效、有效、无效症状指标。

良反应，在临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2.3 统计学方法

参考文献：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两组治疗前后资料进
行比较和组间应用 t 检验进行比较。

[1] BALINT G, SZEBENYI B. Diagnosis of Osteoarthritis. Guidelines and
Current pifalls[J].Drugs,1996,52(Suppl):13

3

结

果

3.1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0%，两
组相比较，有显著差异性（P<0.05）
，见表 1。
3.2 不良反应情况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监测血、尿、粪常规；肝肾功及
血糖的检查。治疗组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对照组出现 4

[2]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3:349-353
[3]胡胜平.中医药为主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53 例临床观察[J].中医药导
报,2007,13(5):53-54
[4]王爱武,刘娅,雒琪,等.独活寄生汤抗炎、镇痛作用的药效学研究[J].中国
实验方剂学杂志,2008,14(12):61-64

作者简介：

例不良反应，其中轻度头晕、嗜睡 1 例；恶心、厌食 2 例；

侯玉科，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

腹胀 1 例，不良反应率为 13.3%。出现不良反应进行对症治

马富强（1987-），通讯作者，河南中医学院。

疗，完成用药疗程，但是不良反应率显著高于治疗组

张文举，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骨伤。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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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在社区门诊中的临床运用体会
Experience for the medical classic prescription application in
community outpatient
徐 青
（江苏省金坛市金城镇卫生院·金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 金城，213200）
中图分类号：R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78-02

【摘 要】 经方具有远近期疗效明显，可重复性强，价格便宜等优势，既规范，性价比又高，特别符合社区门诊的要求。笔
者在日常社区门诊临床中常选用经方，疗效明显。
【关键词】 经方；社区门诊；临床体会
【Abstract】 Medical classic prescription has obvious curative effect, repeatable, cheap and other advantages, both standardized and
cost-effective and high, specially design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mmunity outpatient. The author often uses medical classic
prescriptions in community outpatient. The efficacy is usually significant.
【Keywords】 Medical classic prescription; Community outpatient; Clinical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4
所谓经方，是指“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
之方剂，其结构严谨，配伍精妙，只要辨证准确，其有效性经
历代中医所证实。经方是“医方之祖”，古今中外的中医学家
常以经方作为母方，依辨证论治的原则而化裁出一系列的方
剂。经方具有远近期疗效明显，可重复性强，价格便宜等优势，

助运、和中消痞；方中加木瓜，实寓叶天士所强调“培土必
制木”之意，并取其有化食止渴之功（见《海药本草》
）
。
2

巅顶头痛案
患者乙，女，36 岁，农民。巅顶头痛 3 年余。患者 3

既规范，性价比又高，特别符合社区门诊的要求。笔者在日常

年前曾因服有机磷农药中毒，经某医院予大量清水洗胃、注

社区门诊临床中常选用经方化裁而疗效明显，现举例介绍如

射阿托品等抢救脱险后，遗留头昏而痛，痛在巅顶，脘痞恶

下。

心，屡作不休。迭进中西药治疗未愈。刻诊：巅顶痛又发，

1

脘腹痞胀案
患者甲，女，60 岁，农民。素体脾虚，5 天前因饮食不

时吐清涎，胃脘痞闷，倦怠懒言，面色晄白，虽值炎暑，却
厚衣着身。舌淡，苔白滑，脉沉细弦。此乃肝胃虚寒、浊阴
上逆之厥阴头痛。遂取吴茱萸汤加味治之：吴茱萸 8g，党

洁而致肠鸣泄泻，泻下黄色粘液便日行 10 余次，且脘痞腹胀，

参 15g，生姜 10g，大枣 10 枚，黄芪 10g，当归 10g，川芎

胸闷恶心，不思饮食。虽经补液消炎等治疗，泻次稍减，但

6g。药进 3 剂，患者欣喜来告，数年头痛顽疾大减，但仍脘

便溏不爽，脘腹痞胀未除，嗳气纳呆，畏寒倦怠，面色萎黄，

痞畏寒，手脚欠温，头昏思睡。继予前方合黄芪建中汤化裁：

舌质淡白，苔白滑，脉象濡缓，证属脾虚气滞、虚中夹实。

吴茱萸 8g，党参 15g，桂枝 6g，白芍 10g，生姜 10g，大枣

遵仲景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加味治之，处方：党参 15g，

10 枚，黄芪 10g，川芎 6g，远志 10g，石菖蒲 8g，炙甘草

厚朴 10g，制半夏 10g，生姜 8g，炮姜 6g，炙甘草 6g，苏梗

3g。再进 5 剂，诸症悉除。

6g，葛根 10g，佩兰 10g，谷麦芽各 15g。服 3 剂后，腹胀、

按：厥阴肝脉挟胃属肝，上与督脉会于巅顶。本患者服

便溏、畏寒等症好转，但仍胃脘痞胀，食少，口干，舌质淡

毒洗胃后，骤然水饮内停，中阳不振，胃寒气逆，浊阴循肝

红，苔白腻，脉濡细。前方稍事增减：党参 15g，白术 10g，

经上犯巅顶，厥阴经气阻遏，清阳不升，故头痛诸疾频作。

茯苓 10g，陈皮 6g，制半夏 6g，枳壳 6g，黄连 2g，干姜 6g，

《诸病源候论·鬲痰风痰头痛候》所谓：“鬲痰者……又犯

广木香 6g，佩兰 6g，木瓜 10g，谷麦芽各 10g，炙甘草 3g。

大寒，使阳气不行，令痰水结聚不散，而阴气逆上……上冲

续进 3 剂而告病愈。

于头，即令头痛。”颇与本病相合。而早在《伤寒论·厥阴

按：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见于《伤寒论·太阳病》

病》中就有“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之论，

中，原治发汗后损伤脾阳、浊气壅滞之腹胀满者。本案病因

故取吴茱萸汤为主，并先后合当归四逆、黄芪建中之意，以

与其虽有异，但脾虚气滞、虚实夹杂之证候相同，故用厚朴

温胃暖肝、降浊化饮、通阳和血，所谓“通阳则浊阴不聚”

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为主以健脾温运、宽中除满而消补兼施。

（叶天士语），俾中阳复运，痰浊泄降，气血和畅，邪去正

复诊时针对脘痞食少诸症，进而参合枳术丸消痞之意以健脾

安，则巅顶头痛诸症自除。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2 期
3

-79枢·本藏篇》就有“脾应肉，……肉月囷不称身者胃下，胃

胃缓（下垂）案
患者丙，女，65 岁，农民。胃脘坠痛 10 余年，痞胀不适，

食后加重，呕恶清水痰涎，心下悸动，胃中如囊裹水，大便干
结，频转矢气。苔白滑，脉弦细。消化道钡餐检查示重度胃下
垂。证属中阳不振、饮停气逆，治宜温中化饮、和胃降逆。处
方：茯苓 12g，桂枝 10g，白术 10g，半夏 10g，生姜 6g，炙甘
草 5g，党参 10g，枳壳 10g，砂仁 5g（后下）
，花椒壳 5g，香
附 10g，高良姜 6g。10 剂。复诊时心下悸动、胃中振水声减轻，
呕吐清水痰涎好转，大便通行，惟食后坠胀明显，食欲不振。
苔白腻，脉弦细。中虚气滞、饮停湿阻。守前方加减：茯苓 12g，
桂枝 10g，白术 10g，半夏 10g，干姜 3g，炙甘草 5g，党参 10g，
枳实 10g，木香 10g，砂仁 5g（后下）
，厚朴 10g，陈皮 6g，草
果 5g。再进 10 剂。药后胃脘坠胀好转，食欲改善。继以香砂
六君丸巩固之。
按：胃下垂即胃小弯角切迹低于髂嵴连线以下的一种病

下者，下管约不利。肉月囷不坚者，胃缓”之记载，明确指
出肌肉瘦弱与身形不相称者胃的位置偏下，肌肉不够坚实则
胃缓。据此可将胃下垂归属中医学的“胃缓”范畴。本病常
因中虚胃弱，无力布津，而致饮留胃肠。《金匮要略》中所
述的“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
颇与本病的症状类似。
“饮为阴邪，非阳不化”，故方取苓桂
术甘汤合小半夏汤配花椒壳等温阳调中化饮为主，并先后合
良附、枳术、理中、香砂养胃等以温阳调中、运脾行气。其
中枳实（壳）有理气开胃、消食除满之功，现代药理研究认
为能增强胃肠功能，加强肌张力和胃肠的节律性蠕动；白术
补脾益气，燥湿和中，现代药理研究有增加体重，增强肌力
的作用，故枳术随证配伍相得益彰，针对胃下垂能提高疗效。
可见，治疗胃下垂应谨守病机，审因论治，不可囿于“益气
升提”之法。

症。其轻者多无症状，较重者可有腹胀，饭后加剧，平卧减
轻，或有脘痛、恶心、呕吐等症。祖国医学虽无胃下垂这一
编辑：李妍

病名。但早在 2000 多年以前对本病已有一定的认识。《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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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肾降浊汤治疗老年习惯性便秘 43 例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3 cases of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with the Wenshen Jiangzhuo decoction
韩华刚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医系，河南 南阳，473061）
中图分类号：R256.35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79-02

要】 目的：观察温肾降浊汤治疗老年习惯性便秘的临床疗效。方法：用温肾降浊汤治疗老年习惯性便秘。结果：

痊愈 16 例，显效 17 例，有效 5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88.37%。结论：温肾降浊汤治疗老年习惯性便秘疗效显著，值得临床
推广。
【关键词】 老年性习惯性便秘；中医药疗法；温肾降浊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at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on treating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with the Wenshen
Jiangzhuo decoction. Methods: Treating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with the Wenshen Jiangzhuo decoction. Results: 16 cases were cured,
17 markedly effective, effective 5 cases, invalid 5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8.37%. Conclusion: Treating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with the Wenshen Jiangzhuo decoc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TCM; Wenshen Jiangzhuo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5
老年习惯性便秘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影响老年
人的生存质量，笔者 自 2005 年 3 月～2010 年 12 月应用温
肾降浊汤治疗 43 例老年习惯性便秘，取得满意疗效，现报
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43 例患者来自门诊病人，均以习惯性便秘为主症。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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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3 例，女 20 例，年龄 55 岁～76 岁，病程：6 个月～2 年 12 例，

陈皮 12g，谷麦芽 12g，神曲 12g；阳虚加仙茅 25g，肉桂 10g；

3～5 年 22 例，5 年以上 9 例；病程最长 12 年，最短 6 个月，

腰脊冷痛，加半硫丸（1.5～3g/次，1～2 次/d）
。水煎服，1 剂/d，

排便间隔时间平均 3.3d。全部患者服用过果导片、西沙必利、

水煎 2 次，取汁 600ml，早饭前、晚饭后各服 300ml，1 周为 1

吗丁啉、大黄、番泻叶及外用开塞露等，均不能取得满意疗效。

个疗程，1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嘱患者服药期间忌贪凉饮冷、

[1]

1.2 诊断标准

辛辣、油腻，注意调节情志，合理休息，适当锻炼身体。

有以下症状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并持续 4 周以上者便可确

3

诊：①排便费力；②排出硬质粪便；③有排便不尽感；④有手
法辅助排便的情况；⑤每周排便少于 3 次，并且符合以下条件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之一者：便秘时间 2 年，经结肠镜或钡灌肠检查，除外结肠器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

质性病变；便秘时间>2 年，在密切临床监视下，未发现有结肠

中的相关标准制定。治愈：2d 以内排便 1 次，便质转润，排便

器质性病变。同时伴随有乏力神疲，口干，腹部胀满等症状。

通畅，短期内无复发；好转：3d 以内排便 1 次，便质转润，排

2

便欠畅；无效：症状无改善。

治疗方法

3.2 治疗结果

全部患者均服用温肾降浊汤加减治疗。温肾降浊汤药物组
成：仙灵脾 25g，肉苁蓉 15g，制附子 12g，黄芪 20g，党参 15g，

痊愈 16 例，显效 17，有效 5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白术 30g，杏仁 10g，枳壳 10g，当归 15g，白芍 15g，熟地 10g，

88.37%。服药时间最短 1 周，最长 4 周。

桃仁 10g，玄参 15g，麦冬 15g，威灵仙 15g，腹胀加莱菔子 15g，

3.3 服药时间和疗效的关系
见表 1。

砂仁 6g，草果 10g；便血加地榆炭 15g，槐花炭 15g；纳差加
表 1 服药时间和疗效的关系 [n（%）]
服药时间

疗效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1周

0（0）

2（11.76）

3（60.00）

4（80.00）

2周

3（18.75）

3（17.65）

2（40.00）

1（20.00）

3周

6（37.5）

8（50.00）

0（0）

0（0）

4周

7（43.75）

6（37.50）

0（0）

0（0）

注：服药时间和疗效成正比，服药时间越长，疗效与好。

4

讨

论

老年习惯性便秘，属临床疑难杂症，其主要病因一方面为
年过半百，肾气渐衰，阴阳皆虚，另一方面老人多有体弱、久
病、术后、长期服用泻药等因素损伤正气，日久致肺、脾、肾
三脏损伤。肺主宣肃，与大肠相为表里，肺气亏虚，一方面肃
降无力，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另一方面，肺气亏虚，布津失
司，大肠失于濡润使糟粕下行困难而内滞；脾主升清，胃主降
浊，脾气虚则升清失常，势必影响胃气降浊功能，是大肠传送
糟粕无力的原因之一，脾失升清，精微不能化生气血，血虚阴
亏则肠道津液不足，大肠失润，则糟粕滞留肠道不能及时排出
体外；肾阴、肾阳为一身元阴元阳，肾之阴阳分布于肺、脾两
脏，形成肺脾两脏的阴阳，肾阴阳亏虚，可致肺脾两脏阴阳亏
虚，使该病在发病脏腑上表现为肾为起病之源，而肺脾胃大肠
为传病之所。阳气是糟粕下行的能源和动力，阴血濡润糟粕，
使其下行无阻，阳气虚则大肠传导无力，阴血虚则不能濡润大
肠，如无水行舟，粪便在肠道中艰涩难行。
综上述老年性习惯性便秘基本病机可总结为：肺脾肾三脏
亏虚、阴阳、气血不足，糟粕内停。故其治宜温阳补肾，健脾

肠以助推动之力；威灵仙通利脏腑以治标，开宝本草认为威灵
仙宣通五脏，去腹内冷滞，心膈痰水久积，所以对胸腹不利，
痰水气滞，脏腑不通之证皆有良效；当归、白芍、熟地、玄参、
麦冬、火麻仁、滋阴养血润肠以增水行舟，桃仁活血化瘀，润
燥通便，通腑降浊；杏仁宣肺降气润肠，有提壶揭盖之功；火
麻仁润肠通便，现代研究证实火麻仁所含脂肪油口服后，在肠
道内分解产生脂肪酸，刺激肠黏膜，促进分泌，加快蠕动，减
少大肠的水分吸收而产生缓泻作用[3]；诸药合用，可以调整肺、
脾、肾三脏功能，温阳益气，养阴生津，通腑降浊，纠正紊乱
的肠道传导功能，使气血调和，脏腑通利，与老年性习惯性便
秘之病因病机相切中，故可取得显著疗效，实为治疗老年习惯
性便秘的有效良方之一。
参考文献：
[1]谭勇.增液汤加减治疗老年性便秘 50 例临床观察[J].河北中医,2009:31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疗效诊断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9-94
[3]王本祥.现代中药药理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383

补肺，滋阴养血，通腑降浊。温肾降浊汤中，仙灵脾、肉苁蓉、
制附子、黄芪、党参、白术温补肾阳，益气健脾，阳盛则大肠
运化传导有力，推糟粕下行；枳壳行气宽中，引气下行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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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成药辨证治疗过敏性紫癜
Discussion on treating anaphylactoid purpura with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郎海燕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1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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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得知，辨证应用中成药治疗过敏性紫癜不仅服用方便，疗效显著，而且副作用小，便于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关键词】 中成药；过敏性紫癜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at, the dialectical application of TCM treatment of anaphylactoid purpura is not only
convenient taking, obvious curative effect, and side effect is little, easy to popularize in clinical work.
【Keyword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Anaphylactoid purpur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6
过敏性紫癜（Anaphylactoid purpura）[1-2]是一种以小血管
炎为主要病变的全身性血管炎综合征。以皮肤紫癜、消化道黏
膜出血、关节肿痛和肾脏损伤（血尿、蛋白尿等）为主要临床
表现。中医学认为本病可由感受外邪、情志过极、饮食不节、
劳倦过度、久病或热病等原因所致。而其病机可以归结为机体
感受外邪郁而化热，灼伤脉络，血溢脉外，或脾胃虚弱，湿热
久蕴，耗伤胃阴，阴虚火旺，虚火灼络，迫血妄行，溢于肌肤
所致。根据疾病发生的病因病机，可将紫斑分为风热伤络证、
血热妄行证、阴虚火旺证及气不摄血证四型。
1

风热伤络证

前驱症状多为发热、微恶风寒、咳嗽、咽红、鼻衄、全身
不适、食欲不振等；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治宜疏风清热，
凉血止血[3]。可选用银翘解毒丸（片）
，该药物由金银花、连翘、
薄荷、荆芥、淡豆豉、牛蒡子（炒）、桔梗、淡竹叶、甘草组
成，丸剂一次 1 丸，2～3 次/d，片剂 4 片/次，2～3 次/d。其他
功用相似的药物还可选用银黄片（颗粒、口服液）、牛黄上清
丸（片、胶囊）。此类成药的组方多以连翘、金银花、紫花地
丁、蒲公英、栀子、黄连清热解毒，荆芥、防风、牛蒡子、淡
豆豉发表散风，大黄、黄芩、黄柏清热泻火。
2

血热妄行证

起病急，皮肤瘀斑密集，甚则融合成片，色鲜红或紫红；
可伴发热面赤、口干、渴喜冷饮、心烦失眠、衄血、便血或大
便干结、小便黄赤；舌质红，苔黄略干，脉数有力。治宜清热
解毒，凉血止血[3]。可选用十灰散（丸）
，该药物由大蓟（炒炭）
、
小蓟（炒炭）
、茜草（炒炭）
、栀子（炒炭）
、牡丹皮（炒炭）、
棕榈（煅炭）
、侧柏叶（炒炭）
、白茅根（炒炭）
、大黄（炒炭）、
荷叶（煅炭）组成，丸剂 3～9g/次，1～2 次/d，散剂 3～9g/
次，1～2 次/d。其他功用相似的药物还可选用裸花紫珠片（颗
粒、胶囊）、致康胶囊、紫地宁血散、荷叶丸。此类成药的组
方多以大小蓟、藕节、侧柏叶、茜草根、白茅根清热凉血止血，
丹皮、栀子清热凉血，棕榈皮收敛止血。
3

阴虚火旺证
起病缓，病程长，皮肤紫癜时发时止，瘀斑色暗红；可伴低热

盗汗、手足心热、心烦不宁、口燥咽干、头晕耳鸣、尿血；舌红少
津，脉细数。治宜滋阴降火，宁络止血[3]。可选用大补阴丸，该药
物由黄柏、知母、熟地黄、炙龟板、猪脊髓组成，1 丸/次，2 次/d。
其他功用相似的药物还可选用知柏地黄丸、二至丸。此类中成药的
组方常以知母、黄柏等清虚热、滋肾阴，熟地黄益气养阴，牡丹皮
清热凉血，从而起到良好的滋阴降火，宁络止血的作用。
4

气不摄血证

病程较长，紫癜反复发作，隐约散在，色淡，形体消瘦，
面色不华，体倦乏力，头晕心悸，食少纳呆，便溏；舌淡，苔
薄白，脉细弱或沉弱。治宜补脾益气摄血[3]。可选用归脾丸（合
剂）
，该药物由党参、白术、炙黄芪、炙甘草、茯苓、远志、酸
枣仁、龙眼肉、当归、木香、大枣组成，丸剂：水蜜丸 6g/次，
小蜜丸 9g/次，大蜜丸 1 丸/次，3 次/d，合剂 10～20ml/次，3 次
/d。其他功用相似的药物还可选用八珍丸（颗粒、胶囊、片）
、
人参养荣丸。此类中成药常选用党参、黄芪、白术、茯苓、陈
皮等益气燥湿健脾；酸枣仁、远志益气安神；当归、白芍等养
血补血；从而达到补脾益气摄血的作用。
患者用药过程中应注意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
宜进食清淡、易于消化、富有营养的食物，如新鲜蔬菜、水果、
瘦肉、蛋类等，忌食辛辣香燥、油腻炙煿之品，戒除烟酒。避
免情志过极，注意精神调摄，消除紧张、恐惧、忧虑等不良情
绪，还需避风寒，注意休息。近年来，对上述中成药的药理研
究进一步阐明其对过敏性紫癜的治疗作用机理，为临床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运用中成药治疗过敏性紫癜具有服用方便、疗效
明确、副作用小等优势，值得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参考文献：
[1]汪受传,俞景茂.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规划教材:中医儿科临床研究
[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460-472
[2]汪受传.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中医儿科学[M].上海: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36-140
[3]丁樱,孙晓旭,毕玲莉,等.过敏性紫癜中医诊疗指南[J].中医儿科杂志,2011,
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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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菊饮加减治疗小儿咳嗽 60 例
Treating 60 cases of cough in children with the Sangju decoction
李 昌 1 王爱玲 2
（1.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473000；2.河南省南阳市肿瘤医院，河南 南阳，4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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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桑菊饮治疗小儿咳嗽的效果。方法：对 60 例小儿咳嗽的临床资料和治疗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结
果：治愈 49 例，占 85.7%；好转 8 例，占 11.8%；无效 3 例，占 2.5%；总有效率（治愈好转）为 97.5%。结论：桑菊饮治疗小儿
咳嗽的疗效较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小儿咳嗽；桑菊饮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angju decoction on treating cough in children. Methods: Clinical data and
treatment of 60 patients with cough in children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Cured 49 cases, accounting for 85.7%; 8 cases
were improved, accounting for 11.8%; 3 cases were invalid, accounting for 2.5%; total efficiency (cured and improved) was 97.5%.
Conclusion: Treating cough in children with the Sangju decoction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is worth the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Cough in children; Sangju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7
咳嗽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呼吸反射动作。咳嗽的产生，是

治愈：咳嗽消失，干湿性罗音消失，伴发症消失；好转：咳嗽

由于当异物、刺激性气体、呼吸道内分泌物等刺激呼吸道粘膜

减轻，呼吸音清晰，痰减少，伴发症消失或减轻；无效：咳嗽

里的感受器时，冲动通过传入神经纤维传到延髓咳嗽中枢所引

症状和体征无改善或加重。

起的一种反射动作。冬春季节多见，婴幼儿发病率较高，如果

2.2 结果
治愈 49 例，好转 8 例，无效 3 例。治愈率为 81.7%，总有

失治误治可反复发作，经久不愈。笔者自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用桑菊饮加减治疗小儿咳嗽 60 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效率为 95%。患儿最少服药 3 剂，最多服药 15 剂，平均 5 剂。
3

体

会

中医认为，小儿五脏娇嫩，形气未充，肌肤柔弱，卫外功
能较弱，不耐邪侵，肺失清肃而上逆，肺为贮痰之器，肺为娇

60 例患儿均为我院中医科门诊就诊患儿，其中男 32 例，

脏，其位又高，为五脏华盖，是口鼻气息出入的必由之路，故

女 28 例；年龄 2～15 岁，平均年龄 6.5 岁；病程最短 3d，最

邪气首犯肺卫，又由于小儿为纯阳之体，生长发育迅速，呈现

长 21d，平均病程 5.4d。伴有泄泻者 6 例，低热者 17 例，食少

阴相对不足而阳相对旺盛，故感邪之后，易从阳化热，热证居

腹胀者 9 例，咽喉肿痛者 26 例。

多。所以小儿咳嗽，多为风热之证。

1.2 诊断标准

桑菊饮出自《温病条辨》卷一，方中用桑叶清透肺络之热，

符合《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1]中咳嗽的诊断标准：①咳

菊花清散上焦风热，并作君药。臣以辛凉之薄荷，助桑、菊散

嗽为主要症状，多继发于感冒之后，常因气候变化而发作，可

上焦风热，桔梗、杏仁，一升一降，解肌肃肺以止咳。连翘清

伴随鼻流清浊涕、饮食减少等；②好发于春秋季节；③肺部听

透膈上之热，苇根清热生津止渴，用作佐药。甘草调和诸药，

诊为两肺呼吸音粗糙，或有少量散在的干性啰音；④X 线摄片

是作使药之用。诸药配合，有疏风清热，宣肺止咳之功。故常

或透视检查示肺纹理增粗。

用于外感风热、咳嗽初起之证。如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气管炎

1.3 治疗方法

等均可加减运用。

基本方剂：桑叶 9g，菊花 9g，杏仁 9g，百部 9g，百合 10g，

在运用桑菊饮治疗小儿咳嗽的过程中，笔者体会到，小儿

芦根 12g，桔梗 9g，连翘 12g，薄荷 9g，甘草 6g。加减：风寒

乃稚阴稚阳之体，肺脾常有不足，每见卫表不固，易致外邪侵

偏重者加荆芥 12g，防风 12g；风热偏重者加金银花 15g，重用

袭。又小儿元阳未充，阳火易动，加之喜食油炸之物，易致热

连翘；痰粘难咳者加川贝母 6g，瓜蒌 15g；泄泻者加薏苡仁

邪郁肺。余在治疗小儿咳嗽之时，临证虽未见有咽门充血、舌

15g，茯苓 12g，山药 12g；发热者加鱼腥草 10g，黄芩 9g；

质红、舌苔薄黄等热象，亦在方药中加入清热药物以泄热，每

腹胀者加山楂 10g，莱菔子 10g；咽喉肿痛者加牛蒡子 9g，射

每能获效。因小儿脾胃功能尚未充实，临床常见饮食停滞、疳

干 9g。药量根据患儿的年龄加减，1 剂/d，1d 内分多次服完。

积之证，故须时刻保护脾胃后天之本。

2

治疗结果

2.1 疗效标准
根据《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咳嗽的疗效标准拟定。

小儿咳嗽注重预防，首先要注意小儿身体锻炼，提高机体
免疫力，避免外感以预防咳嗽，再次加强小儿的生活调理及饮
食适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疾病流行季节尽量少带孩子到
人多的公共场所，以免接触患有呼吸道传染病的人。治疗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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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宣通肺气、化痰止咳为主，有表证者宜疏散表邪，有里证

剂，并嘱停用西药。2012 年 4 月 29 日二诊：咳嗽大减，仅晨

者宜涤痰通腑，有燥热伤津者应清肺润燥。本研究运用中医对

起偶作 1～2 声，无胸闷、流涕、发热，二便调，咽干，手足

小儿咳嗽进行辨证施治，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心热，舌质红，苔薄白，脉细。乃肺阴亏虚之证。治以养阴清

4

热、润肺止咳。处方：桑叶 9g，菊花 9g，杏仁 9g，芦根 12g，

典型案例

桔梗 9g，生地 10g，玄参 10g，沙参 10g，麦冬 10g，甘草 6。

患者甲，男，6 岁，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初诊。患儿于 3d
前受凉后出现发热，咳嗽，喷嚏，经社区门诊静滴阿奇霉素、
口服美林后热已消退。患儿仍然咳嗽，后来我处要求中药治疗。
目前症见：咳嗽时作、鼻塞、流黄涕、痰色白、咽红痛痒、食

服用 4 剂后，咳嗽症状消失，双肺呼吸音清晰，未闻及痰鸣音。
随访 1 个月，未再复发。
参考文献：

纳尚可、大便偏干。查体：体温 36.8℃，咽微红，扁桃体不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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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双肺呼吸音粗糙，双肺可闻及痰鸣音，心音正常，律齐，

1994:26-30

各瓣膜区无病理杂音。诊断为咳嗽，证属风热袭肺。治则疏风
清热、宣肺止咳化痰。处方：桑菊饮加半夏 9g，陈皮 9g，薏
苡仁 20g，炒牛蒡子 9g，紫苏梗 12g，瓜蒌 12g，炒枳实 9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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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细菌性阴道病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BV in TCM
刘俊华 张爱萍
（河南省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71.1

郑州，4500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83-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治疗治细茵性阴道病的临床疗效。方法：观察组 100 例采用自制中药阴道灌洗方治疗，对照组
100 例采用甲硝唑治疗，主要观察两组的有效率和复发率。结果：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且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自制中药外洗方治疗治细菌性阴道病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细菌性阴道病；中药治疗；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treatment on BV. Methods: 100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the self-made TCM washing recipe. 10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tronidazole treatment. Efficiency and
recurrence rate were mainly observ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reatment of self-made TCM washing
recipe has exact efficacy,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BV; TCM treatment;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8
细菌性阴道病（Bacterial Vaginosis，BV）为阴道内正常菌

观察组 100 例，对照组 100 例。两组间人口学特征、疾病情况、

群失调所致的一种混合感染，是育龄期妇女常见的感染性疾

生命体征等资料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

病，易复发。BV 与许多妇产科并发症有直接关系，可导致盆

1.2 诊断标准[1]

腔炎、不孕、流产、早产、胎膜早破、子宫切除术后阴道顶端

下列 4 项中有 3 项阳性即可临床诊断为细菌性阴道病。①匀

感染等其他妇产科相关疾病。我院妇科门诊应用自制中药阴道

质、稀薄、白色阴道分泌物；②线索细胞（Clue cel1）阳性：

阴道灌洗治疗细菌性阴道病取得了满意效果，有效防止了细菌

取少许阴道分泌物放在玻片上，加一滴生理盐水混合，高倍显

性阴道病的复发。

微镜下找到线索细胞；③阴道分泌物 pH 值>4.5；④胺臭味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验（Whiff test）阳性，取少许阴道分泌物放在玻片上，加入 10%
氢氧化钾溶液 1～2 滴，产生烂鱼肉样腥臭气味。
1.3 排除标准

2012 年 3 月～2012 年 11 月我院妇科门诊就诊的细菌性阴

①阴道出血；②同时患有念珠菌性或滴虫性阴道炎患者；

道病的女性 200 例，年龄在 19～46 岁，平均 26 岁，病程 1 周

③有心、肝、肾、血液病及内分泌患者；④2 周内全身及阴道

内者 45 例，病程 l～3 个月内者 90 例，病程 4～6 个月内者 40

内使用过抗生素；⑤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⑥3 个月内应用免疫抑

例，病程在 7 个月内以上者 25 例。采用单盲法随机分为两组，

制剂、糖皮质激素、口服避孕药者；⑦对咪唑类药有过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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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3。

⑧全身其它部位感染者；⑨3d 内有阴道冲洗及手术操作史者；
⑩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判断者。
1.4 方法

表 3 两组乳酸杆菌数目比较 [n（%）]

成：黄芪、黄芩、黄柏、苦参、蛇床子、丹皮、薄荷）。经我
院制剂科加工制成药液，每袋 250ml，用一次性导尿管套在
20ml 注射器上，冲洗阴道，1 次/d，连用 1 周（7d 为 1 个疗程）
。
下次月经期后再行 1 个疗程，分别于治疗前、后，3 个疗程后
进行妇科检查，分泌物常规检查。
1.4.2 对照组：内服甲硝唑片（上海信谊万象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每次 0.4g，2 次/d，连用 7d；外用给予甲硝唑缓稀
片（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750g 阴塞，连用 1 周为 1
个疗程。分别于治疗前、后，3 个疗程后进行妇科检查，分
泌物常规检查。两组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不得使用对本病
起治疗作用的其他药物。
1.4.3 观察指标：①疗效：观察患者分泌物的量、色、质及局
部自觉症状；停药后 5d 分泌物常规检查：清洁度、PH 值、线
索细胞、胺臭味试验、杆菌。②复发情况：停药后 30d、90d
做相应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统计复发率。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7 年发行的《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中的有关标准拟定。①痊愈：阴道分泌物检查
正常，阴道清洁度Ⅱ度以下，外阴及阴道瘙痒等症状消失，局
部检查正常，且 3 次月经周期后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②有
效：外阴及阴道瘙痒等症明显减轻，局部检查明显好转，阴道
分泌物检查正常，但 3 次月经周期后各项指标再次达到 BV 的
诊断标准；无效：治疗后临床症状、阴道分泌物检查仍达到
BV 的诊断标准。

＃

停药后 90d 复发
＃

观察组

100

90（90.00）

5（5.00）

对照组

100

85（85.00）

20（20.00）

＃

注： P<0.05。

3

讨

论

细菌性阴道病是阴道内正常菌群失调所致的一种混合感
染。健康女性阴道菌群是一个动态但又保持平衡的微生态系
统。由于阴道内乳杆菌减少，导致其他细菌大量繁殖，主要有
加德纳菌、厌氧菌（动弯杆菌、普雷沃菌、紫单胞菌、类杆菌、
消化链球菌等）以及人型支原体，其中以厌氧菌居多，厌氧菌
数量可增加 100～1000 倍[1]。BV 主要临床表现是分泌物增多，
可伴有外阴瘙痒或烧灼感。其病理生理改变主要是阴道内菌群
失调，阴道内益生菌（乳酸杆菌）数量减少，而其他微生物菌
群增多，如加德纳菌或混合性厌氧菌数量增多。以往治疗 BV
的方法是阴道冲洗，口服或局部放置抗生素，短期有效，但停
根据症状，BV 归属于“阴痒”、
“带下病”范畴。主要
原因不外湿、热、虫、毒，主要病机是湿热下注，任脉损
伤、带脉失约或虫蚀阴中，同时本病的发生与肝、脾、肾
三脏关系密切，治疗上以清热解毒，除湿止痒为原则。我
院所使用的自制药剂（基本药物组成：黄芪、黄皮、薄荷）
经多年临床使用，疗效确切。方中蛇床子、苦参祛湿杀虫，
黄芪补益正气，提高机体抵抗力；黄芩、黄柏清热燥湿，
丹皮活血、凉血，薄荷芳香透达，全方共凑益气清热燥湿，
杀虫止带之功效，使湿热得清，湿毒得去，且中药煎剂阴

1.6 统计学方法
全部临床数据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
验，P<0.05 或 P<0.01 为有统计学意义。

道冲洗直达病所，发挥了中医整体调节的优势，提高了机
体局部免疫功能，从而达到重建阴道微生态平衡的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 [2] ，地肤子有抗过敏作用，对迟发型超
敏反应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黄柏、苦参、黄芩等清热药均

果

有抗炎增强体内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煎汤外洗，可有增

2.1 两组治疗细菌性阴道病的疗效

强局部抗菌能力的作用。

见表 1。

从本研究来看，中药阴道灌洗治疗 BV 具有较好的临
床的疗效，其在有效率、复发率方面均明显优于单纯西药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疗效对比 [n（%）]
组别

乳酸杆菌阳性或增加

药后易复发。

1.5 疗效判定标准

结

n

组别

1.4.1 观察组：采用我院制剂室提供的自制药剂（基本药物组

2

010-59431886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治 疗 （ P<0.05 ）， 能 调 整 阴 道 菌 群 ， 增 加 乳 酸 杆 菌 数 目

总有效

观察组

100

66（66.00）

23（23.00） 11（11.00）

89（89.00）

（P<0.05），维持阴道内环境平衡，抑制致病菌的生长，降

对照组

100

56（56.00）

21（21.00） 23（29.00）

77（79.00）

低 BV 的复发。据此推测，中药治疗 BV 不只是通过抗菌

＃

＃

＊

作用来实现的，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微生态调节剂来发挥作

＊

注： P>0.05， P＜0.05。

用的，因此积极深入研究中药作用机理，增加治愈率，降

2.2 两组复发情况比较

低复发率，研究开发有效的中药制剂，发挥中医药在治疗

见表 2。

细菌性阴道病的优势。

表 2 两组复发情况比较 [n（%）]

参考文献：

组别

n

停药后 30d 复发

观察组

100

10（10.00）

12（22.00）

[1]乐杰主编.妇产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41-242

对照组

100

15（15.00）

25（40.00）

[2]骆和生,罗鼎辉.免疫中药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

注： P<0.05。

2.3 两组乳酸杆菌比较

＃

停药后 90d 复发
＃

联合出版社,199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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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不通
Treating fallopian tube obstruct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周延芳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湖南
中图分类号：R271.14

文献标识码：A

城步，4225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85-01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不通的疗效。方法：对 2005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我院记录的输卵管不通的 68
例患者，治疗后观察妊娠率。结果：55 例患者怀孕，13 例患者输卵管未通未怀孕。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不通具有重要的
临床价值。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输卵管阻塞不孕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urative effect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fallopian tube obstruction. Methods:
68 cases of fallopian tube obstruction from January 2005 to January 2013 recorded in my hospital were observed the pregnancy rate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55 patients pregnant, fallopian tube does not pass in 13 patients, were not pregnant. Conclusio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in treatment of fallopian tube obstruc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Tubal obstruction infertil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49
输卵管不通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输卵管阻塞而导致不

3

孕，输卵管阻塞或输卵管通而不畅约占女性不孕因素的 1/2，
慢性输卵管炎易引起伞端闭锁或输卵管粘连破坏，可使输卵管
完全性阻塞导致不孕。本文对我院 2005 年 1 月～2013 年 1 月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不通 68 例，临床疗效满意，现介
绍如下。
1

经输卵管造影示完全通畅并怀孕为治愈，显示不通或通而
不畅治疗后未怀孕为未愈。结果 55 例治愈，13 例未愈，总有
效率为 80.9%。
4

疗的患者。患者年龄：23～32 岁，所有丈夫精液均正常，所有
患者经输卵管造影及阴道 B 超为：一侧或双侧输卵管阻塞或通

病例介绍
患者甲，女，23 岁，于 2006 年初诊，自诉 5 年前引产术

临床资料
68 例均为 2005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诊断与治

治疗结果

后至今一直未孕。在湖南省妇幼检查为双侧输卵管阻塞，来我
院就诊，予以中西医结合通输卵管治疗，3 个月后复查造影，
示输卵管通畅。2 个月后患者自然怀孕，且于 1＋年后自然孕
怀第二胎。

而不畅，有正常性生活，1 年以上未避孕未怀孕的患者。
2

治疗方法
口服活血化瘀中药：活血藤、玄胡、桃仁、红花、归尾等

（剂量辨证）。中药保留灌肠：大黄、黄柏、黄芩、黄连、败
酱草、鸭跖草、红藤等（剂量辨证）。同时辅以超短波离子透
入，小腹外敷：透骨草、艾叶、千年健、续断、五加皮、白芷、
防风、归尾、川楝子、姜活、独活、红花、血竭、乳香、末药
打粉蒸透热敷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炎症消除。
西药：地塞米松 10mg＋庆大霉素 4u＋透明质酸酶 1500u

5

体

会

中西医治疗输卵管不通，中药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
消除炎症，西药局部消炎，减轻水肿，充血、软化粘连。本文
研究的结果表明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医治疗输卵管不
通的疗效是值得肯定的。且基本上无创伤，无副作用，经济方
面相对宫腹腔手术，试管婴儿费用低很多，同时对长期慢性盆
腔炎、腹痛久治不愈的不孕患者也起到了治疗作用。中西医结
合治疗输卵管不通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

＋0.9%生理盐水 20ml 在 150mmHg 的压力下经宫腔缓慢注入，
月经干净 2～3d 后开始，隔 1 次/2d，可输注 2～3 次，可减少
输卵管局部充血，水肿，软化粘连。严格无菌操作下，术后广
谱抗生素预防感染。中西医结合治疗 3 个疗程，治疗期间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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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液治疗外科感染伤口的疗效观察与护理研究
Effect observation and nursing research on treating surgical infection
wound with the Sihuang decoction
邹 滢 刘迎春 郑艳芬 严志登
（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248

中山，5284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86-02

【摘 要】 目的：观察采用中药“四黄液”湿敷创面治疗外科感染伤口及褥疮的临床疗效。方法：收集 100 例因外科感染伤
口或褥疮住院治疗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治疗组采用中药“四黄液”湿敷创面，对照组采用
呋喃西林溶液湿敷创面，观察两组疗效并对比。结果：100 例住院患者分组治疗并观察共 14d，两组病例对比，治疗组临床疗效明
显优于对照组，同时治疗组创面细菌培养阴性率也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中药“四黄液”湿敷创面治疗外科感染伤口及褥疮能
有效抑制创面细菌生长，促进伤口愈合，临床疗效确切，操作简单易行，适合临床推广。
【关键词】 四黄液；感染伤口；褥疮；护理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Sihua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surgical infected wound and bedsore.
Methods: We collected 100 patients which had surgical infected wounds or bedsores, and randomly divided them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e applied Sihuang decoction to the wound surfaces of treated group, and we
applied furacilin solution to the wound surfaces of control group. We observed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of two groups and compared
them. Results: All the 100 patients were hospitalized for 14 days. Compared two groups, we found that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the negative rate of wound bacterial culture of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ihuang decoction can inhibit the bacterial growth of surgical infected wound and bedsores by using moisten compress therapy.
It can enhance the healing of wound and has good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It is simple to operate and suitabl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ihuang decoction; Infected wounds; Bedsores; Nursing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0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 100 例患者均为 2011 年 1 月～2012 年 5 月在我院普
外科住院治疗。其中男性 71 例，女性 29 例，年龄 15～82 岁，
中位年龄 62 岁，伤口溃烂病程最短 5d，最长 8 个月。其中手
术切口感染 17 例，褥疮 19 例，创伤后感染伤口 16 例，糖尿
病足 26 例，下肢慢性缺血性溃疡 13 例，下肢慢性淤积性溃疡
9 例；根据创面面积大小临床分为三型：Ⅰ型创面面积<1.5cm2，
Ⅱ型创面面积为 1.5～4cm2，Ⅲ型创面面积＞4cm2。其中Ⅰ型
患者 17 例，Ⅱ型患者 38 例，Ⅲ型患者 45 例。
1.2 临床病例的选择

（a.需急诊手术截肢者；b.出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或重要器
官功能不全者）；②或者患者因个人原因拒绝继续进行当前的
治疗方案者。
1.3 常规治疗
1.3.1 抗感染治疗：所有患者治疗开始前即取创面分泌物行细
菌培养加药敏检测；根据检验结果选用敏感足量的抗生素静脉
给药，积极控制感染。
1.3.2 基础病的治疗：积极治疗患者基础病。例如对于合并糖尿
病的患者，严格糖尿病饮食，监测每日血糖，同时选用降血糖
药物，力争入院后尽快使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对于合并周围
血管疾病的患者，酌情给予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等药物治疗。
1.4 护理

根据下述的病例选择标准，共选取合格的住院治疗观察患

1.4.1 伤口换药：①四黄汤组成及制备：大黄 30g，黄芩 30g，

者共 100 例，用卡片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

黄连 30g，黄柏 30g；由我院制剂科制备成中药外用液，规格

患者。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临床分型各方面比较均

为 100ml/瓶。②操作方法：所有患者每日伤口换药两次，上午

无显著性差异（P>0.05）
。

及下午各 1 次。
所有患者在无菌操作下先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

1.2.1 纳入标准：①伤口溃烂病因诊断明确为上述六类疾病；

然后治疗组创面采用四黄液湿敷，对照组创面采用呋喃西林湿

②有局部感染创面的一般特征；③知情同意。

敷，均使用无菌纱块蘸药湿敷后包扎固定；两种药液用量视乎

1.2.2 排除标准：①破伤风、气性坏疽等特异性感染；②或者

创面大小，50～100ml/次；每次换药时更换无菌敷料，所有患

合并有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或重要器官功能不全者；③或者需急

者连续治疗至创面痊愈或两周（14d）。③换药护理：要求换药

诊手术截肢者。

者操作要细致，动作要轻柔，避免不必要的创伤，通过长期的换

1.2.3 退出研究标准：①治疗过程中出现下列严重并发症者

药过程，分期分批清除创面坏死组织，从而令到创面逐步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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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外科感染伤口治疗的中后期，往往单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

2.2 创面细菌培养情况
创面分泌物细茵培养结果经 Ridit 检验，两组治疗前创面

换药，然后用四黄液湿敷创面，均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1.4.2 基础护理：加强皮肤护理，根据病人情况，对长期卧床、

分泌物细菌培养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次检

褥疮等病人每周采用 Barden 压疮风险评分一次，并根据评分

测的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分值采取皮肤护理措施，预防压疮发生。同时加强营养支持，

（P<0.05）
，治疗组抑菌作用优于对照组，具体情况详见表 2。

鼓励患者进食富营养、维生素的清淡饮食。
1.4.3 心理支持：慢性溃疡伤口的患者因病程长、病情反复，局

表 2 创面细菌培养情况
治疗后第 7d

治疗前

部疼痛等因素，会不同程度出现焦虑或忧虑情绪，甚至出现沮

组别

丧，丧失治疗信心；在治疗护理过程中心理支持是不可缺失的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

29

3△

47

18

11△

39

部分，医护人员应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

治疗组（50）

38

12

21△

病的信心；同时重视家庭支持系统的配合，将患者家属宣教列

对照组（50）

36*

24

32△

入宣教计划，鼓励家属鼓励与支持患者，共同分担疾患所造成
的精神、心理及生活的压力，对患者康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4.4 健康宣教：做好相关知识宣教，告知患者保持良好的情

治疗后第 14d
阴性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P<0.05。
△

3

结

论

绪及充足的睡眠对伤口愈合有好处，并保持自身的卫生清洁，

根据现代伤口湿性愈合理论，一些清洁剂或消毒剂如碘

治疗期间避免淋浴，防止污染伤口。同时鼓励患者配合各项护

酊、碘伏、次氯酸钠液、过氧化氢醋酸和优锁尔（复方含氯石

理，并进行适宜康复活动，根据患者情况制定床上、床边及离

灰溶液）等由于能破坏对伤口愈合至关重要的成纤维细胞或影

床功能活动练习，以促进患者自理能力的恢复。

响伤口血流而在伤口换药时受到限制[2]。因此中药汤剂外用湿

1.5 疗效的观察及评定

敷治疗各类外科感染伤口有独特的优势。在所采用的“四黄液”

1.5.1 疗效的观察：制定统一的伤口观察记录表，观察内容包

中，黄连能清血热、除湿火、解毒消肿；黄芩能清热燥湿、泻

括患者的创面情况、细菌学情况等，由专人定期观察并记录。

火解毒；黄柏能清湿热，消肿毒，燥湿清热之力较黄连尤胜；

①创面情况观察：观察并记录治疗前、治疗后第 5d、第 10d、

而大黄破血瘀，清湿热、消肿毒。热清则毒解．瘀散则血活，

第 14d 创面面积变化情况、分泌物情况及创面肉芽生长情况；

肿消则痛止。现代药理学证实上述四药均有较广的抗菌谱，外

②细菌学情况观察：在治疗前、治疗后第 7d、治疗后第 14d

用能起到较强的杀菌消炎作用，并有明显镇痛和促进组织愈合

由专人分别采集伤口分泌液送检，查创面细菌培养+药敏并记

的作用。尤其是大黄，近期药理学研究结果显示[3]，大黄素剂

录；③所有治疗及观察结束后，由专人根据疗效评价标准进行

量依赖性促进家兔全层皮肤切除伤创面的愈合百分率，降低感

疗效评定，并进行相应统计数处理。

染创面细菌数，明显促进创面炎性渗出物吸收、肉芽组织形成

1.5.2 疗效的评定：疗效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

和表皮增生，表明大黄素具有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定的《中医临床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结合临床制定 ，分为痊

笔者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体会到，对于各类外科感染伤口，

愈、显效、有效、无效四类。痊愈：创面全部愈合，无痂下积

由于渗出较多，同时伴有较多腐烂组织，使用一般的膏药、油

脓等假性愈合现象；显效：创面面积缩小>75％，无脓性分泌

膏、掺药等外敷，换药时难于敷药固定，再次换药时又难于护

物、肉芽组织新鲜，颜色鲜红；有效：创面面积缩小>25％，无

理清洁，患者常因清洁伤口时疼痛等因素而难以接受。而用中

脓性分泌物或脓性分泌物明显减少，肉芽组织色红；无效：创面

药湿敷疗法，既可使药物充分持久发挥效力，又便于病灶部位

面积缩小<25%，创面脓性分泌物无明显减少，肉芽组织色暗，创

的清洁护理，临床简便易行，患者也乐于接受。中药“四黄液”

面无明显缩小趋势。

湿敷创面治疗外科感染伤口及褥疮能有效抑制创面细菌生长，

[3]

促进伤口愈合，临床疗效确切，操作简单易行，适合临床推广。
2

结

果
参考文献：

所有 100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最长 2 周（14d）的连续治疗
及观察，治疗结果如下。

[1]郑臣校,黄星垣,曾远.复方四黄液促进外伤性感染创面愈合临床观察[J].

2.1 临床疗效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19(6):363-365

治疗组 50 例中，痊愈 39 例，显效 6 例，有效 5 例，总有

[2]万德森.创口康复治疗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

效率 100%，治愈率 78%；对照组 50 例中，痊愈 16 例，显效

238

14 例，有效 11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82%，治愈率 32%。

[3]唐甜,杨静.大黄素对家兔实验性皮肤创伤的促愈合作用及其机制[J].中国

两组治愈率及总有效率比较，治疗组疗效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2006,20(2):112-119

（P<0.05）
。具体情况详见表 1。

作者简介：

表 1 伤口临床疗效（n，%）

邹滢（1976-），女，本科学历，职称：主管护师。单位：中山市中医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愈率

治疗组（50）

39

6

5

0

100*

78*

对照组（50）

16

14

11

9

82*

32*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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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整复并石膏外固定治疗巴尔通骨折
Treating Barton fractures by manipulative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plaster external fixation
尹鹏展 王大鹏
（河南省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南 开封，475000）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88-02

【摘 要】 目的：系统评价手法整复并石膏外固定治疗巴尔通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收治巴尔通骨折 58 例患者，采用手
法整复并石膏外固定治疗，随访 6～28 个月，对愈后进行研究。结果：患者全部治愈，具有疗效确切，恢复迅速，费用低廉的优
点。
【关键词】 手法整复；石膏；巴尔通骨折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anipulative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plaster external fixation
on treating Barton fractures. Methods: 58 patients with Barton fractures were given manipulative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plaster external
fixation treatment,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28 months and to study the prognosis.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cured. This
method has advantages that efficacy, rapid recovery and low-cost.
【Keywords】 Manipulative reduction; Plaster; Barton fractur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1
巴尔通（Barton）骨折是一种临床上较为常见的骨折，是

正常情况的 70%以上；一般是指患处有轻微畸形和重度疼痛，

指桡骨远端至桡骨关节面部位所发生的骨折，有时还会伴有桡

患手握力恢复到正常情况 40%以上；无效是指患手日常活动或

腕关节脱位症状。我院自 2009 年 3 月～2013 年 1 月采用手法

工作过程中存在持续性的疼痛，腕关节活动能力恢复较差，患

整复并石膏外固定治疗巴尔通骨折 58 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手握力恢复到正常情况 40%以下。
58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6～28 个月，平均 15 个

现总结如下。
1

一般资料
本组共 58 例，男 41 例，女 17 例；年龄 21～68 岁，平均

39 岁。其中左侧 27 例，右侧 31 例。受伤至就诊时间 1h～4d。
2

治疗方法
来诊后即行 X 线检查，确诊后行手法整复，一助手握持前

月。根据 Fernandez 评分体系对患者的临床治疗情况的评价结
果，患者显效 49 例，有效 6 例，一般 2 例，无效 1 例，总有
效率为 94.8%。
4

讨

论

桡骨远端骨折是人体较常见的骨折，发生率约占全身骨折
的 1/6，巴尔通（Barton）骨折是桡骨远端经关节面的骨折，按

臂上段，术者两手紧握患腕，双拇指用力按压于劈裂的骨块上，

骨折块的部位、移位方向分成掌侧 Barton 骨折和背侧 Barton

其余各指放在前臂远端掌侧，用力作对抗牵引，同时屈曲或背

骨折，其发生率约占桡骨远端骨折的 1/10[1]。治疗 Barton 骨折

伸腕关节复位骨折，此时可触及骨折复位的骨擦感。复位成功

方法很多，治疗关键是恢复关节面的完整性、桡骨的长度和正

后行石膏托外固定。背侧 Barton 骨折固定在腕关节背伸前臂旋

常的生理角度[2-3]。

后位，掌侧型固定在腕关节掌屈前臂旋后位。复查 X 线片，确
定骨折复位固定均满意。
3

治疗结果

巴尔通骨折的临床复位治疗标准为：骨折复位既要保证下
尺桡关节面和患处关节面不存在台阶样分离和移位，又要恢复
患处正常的尺倾角、掌倾角以及桡骨远端高度。影响腕关节功
能恢复的复位治疗因素包括：关节的掌倾角、尺偏角、关节面

依照 Fernandez 评分体系作为疗效判断标准，评价指标包

平整度以及尺骨和桡骨的相对长度等，其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是

括：患手握力评定、医生骨折处腕关节旋转和屈伸活动灵活程

腕关节处的桡骨缩短，造成复位后发生创伤性关节炎的主要因

度的评价，以及患者对患处日常活动时疼痛情况作出的主观评

素在于患处关节面的平整度。对于情况较为复杂的桡骨远端骨

述等。将患者的治疗结果划分为以下四个等级：显效是指患处

折患者，在整复过程中要注意关节面平整度以及桡骨远端的高

无畸形和疼痛问题，腕关节活动能力接近正常或完全正常，患

度的恢复，以满足影像学复位的最低标准，即无腕骨异常，尺

手握力恢复到正常情况的 80%以上；有效是指患处无畸形，有

骨头和桡骨远端乙状切迹较为完整。

轻微疼痛感，腕关节活动能力受到部分限制，患手握力恢复到

复位时尽量做到操作柔和，从而使复位的成功率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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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Barton 骨折复位后骨折块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骨折块对侧
腕部韧带的完整性，因此，在用石膏固定时必须考虑骨折的类
型和骨折块的大小，将腕关节固定于一定的位置，这样才有利
于防止骨折块的移位及腕部软组织的修复。背侧 Barton 骨折一
般有掌侧韧带撕裂或断裂，掌侧 Barton 骨折一般合并有背侧韧
带撕裂或断裂，复位时应利用对侧韧带的紧张作用保持复位稳
定，因此，骨折复位后，背侧 Barton 骨折固定在腕关节背伸前
臂旋后位，掌侧型固定在腕关节掌屈前臂旋后位最稳定。
手法整复并石膏外固定治疗对于巴尔通氏骨折具有较好

参考文献：
[1]Mehara A K,Rastogi S,Bhan S,et al.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vofar
Barton fractures[J].Injury,1993,24:55
[2]Sommer C,Brendebach L,Meier R,et al.Distal radius fractures retrospective
quality control after conservative and operative therapy[J].Swiss Surg,2001,7(2):
68
[3]Swigart C R,Wolfe S W.Limited incision open techniques for distal radius
fracture management[J].Orthop Clin North Am,2001,32(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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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治疗效果，以及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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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治未病”思想的脂肪肝中西医结合
健康管理模式的建立
Establish health management mode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of fatty liver
崔 翔 1 华 鹏 1 王振东 1 曾 霞 1 蔡英剑 1 吉海旺 2（指导）
（1.陕西省安康市中医医院，陕西 安康，725000；2.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 西安，710068）
中图分类号：R575.5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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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对中、西医治疗脂肪肝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治未病”与脂肪肝管理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构建以“治未

病”思想为指导的脂肪肝中医管理模式的构想，其基本框架包括：①建立以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体质辨识、危险因素辨识为
一体的综合辨病模式，建立长期随访体系。②建立分层管理的策略和体系。③运用养生理论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健康宣教体系。
④建立多途径的脂肪肝中医药特色疗法干预体系。
【关键词】 脂肪肝；中西医结合；治未病
【Abstract】 To analys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reating fatty liver by TCM and modern medicine, and to explore the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and fatty liver in the management of contact, construction of fatty liver of TCM management mode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theory, including the basic framework: ①Establish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CM with
modern medicine, comprehensive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constitution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of risk factors as a whole, to
establish long-term follow-up system. ②The establishment of strategy and the system stratification management. ③To establish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se health theory. ④Fatty liver in TCM therapy intervention system in many ways.
【Keywords】 Fatty liver; Integrative medicine;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2
脂肪肝是由多种病因引综合性代谢应激性肝脏损伤，与胰

来，健康管理作为防治慢性病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

岛素抵抗和遗传易感密切相关，多数学者已经将本病作为代谢

中医药在防治脂肪肝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将传统中医“治未

综合征的组分之一，或其在肝脏的表现[1]。国内外指南根据是

病”思想与现代健康管理理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医特色的脂

否过量饮酒，将其区分为单纯性脂肪肝和酒精性脂肪肝，两者

肪肝防治体系，对于提高脂肪肝的防治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病理学改变相似，前者在病理上分为单纯性脂肪肝以及由其演
变的脂肪性肝炎（NASH）和肝硬化三种类型，本文主要针对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的管理进行探讨。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脂肪肝发病率急剧上升，已越居为

1

脂肪肝的治疗现状

1.1 脂肪肝的西医治疗现状
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于

仅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类肝病，成为我国现代社会常见病、

2006 年制定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并于 2010

多发病，严重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2]，成为国内、外

年对该指南进行更新 [3-4] ，指出脂肪肝的治疗对策为：治疗

肝病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目前针对本病尚无特效方法，近年

NAFLD 的首要目标为改善胰岛素抵抗，防治代谢综合征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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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相关终末期器官病变，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延长存活时

公认为糖尿病健康管理中的典范，对接受干预的糖尿病患者进

间；次要目标为减少肝脏脂肪沉积并避免因“二次打击”而导

行短期随访发现，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平均下降 0.76%。由美

致 NASH 和肝功能失代偿，NASH 患者则需阻止肝病进展，

国斯坦福大学患者教育研究中心创建的、适合所有慢性病人的

减少或防止肝硬化、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治疗原则则包括：

慢性病自我管理方法——“慢性病自我管理项目”[10-11]表明：

在健康宣传教育，改变生活方式，控制体重，减少腹围的基础

它能够提高参加该项目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能有效改善慢

上，这是治疗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的药物治疗原则包括：①改

性病患者的健康功能状况和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费用。

善胰岛素抵抗，纠正代谢紊乱；②减少附加打击以免加重肝脏

在我国，近年来慢性疾病管理的理念逐渐得到重视。由复

损害；③保肝抗炎药物防治肝炎和纤维化；④积极处理肝硬化

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展的慢性疾病自我管理项目将包括高

的并发症。但是，目前还没有治疗脂肪肝的特效药物，部分药

血压病、心脏病、关节炎、中风、哮喘、糖尿病、慢性阻塞性

物在一定程度上有损肝作用。

肺病（COPD）等疾病的 954 名患者纳入为期为 6 个月的随机

1.2 脂肪肝的中医治疗现状

对照研究[13]，发现干预组患者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急诊次

脂肪肝作为西医病名，在中医文献中未见记载。大多数学

数和住院次数较对照组分别减少了 0.01 次和 0.12 次。目前我

者根据其临床症状、发病特点，将其归属于中医学的“胁痛”、

国的慢性疾病管理工作发展阶段，随着医疗保健观念的转变及

“积聚”
、
“痰浊”
、
“湿气”等范畴，目前对脂肪肝中医病因病

整体管理的不断深入，作为防治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慢性病

机认识上，已成共识，病因主要为饮食失节，或过度肥胖，或

健康管理或将成为医院的一项重要职能。

情志失调，或久病体虚等，病机基础与痰、湿、瘀、积等有关，

2.2 “治未病”与脂肪肝的健康管理

与肝、脾、肾三脏功能关系密切。2010 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治未病”思想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医

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制订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西

预防医学思想的精髓与核心。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医学服务

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5]，指出辨证论治仍是脂肪肝中医治疗

模式也转变为以预防、保健等为主，医学的发展重点由过去的

的主流，分为肝郁气滞证、肝郁脾虚、痰湿内阻证、湿热蕴结

以治为主，转变为以预防为主，人们的养生保健意识日益提高。

证、痰瘀互结等五种常见证型，并提出了相应的治法方药。由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提

于多种原因引起的脂肪肝在中医辨证上有其共性，许多专家应

出把“疾病的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

用专方或成药，取得较好疗效。李立[6]等通过系统评价，中医

疾病结合”
，
“治未病”的思想在现代预防医学中的作用再次得

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有明显疗效；从肝脾肾辨证论治在

到彰显。结合现代预防医学看来，
“治未病”包含三层意义：
“未

痊愈率、有效率和改善肝功能方面均明显优于西药，未发现严

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变”，这种治未病的思想与现

[7-8]

重不良反应。此外，有实验和临床研究

表明：针灸等外治法，

具有降脂、阻断胰岛素抵抗及过氧化反应的功效，配合辨证取

代医学所提出的对于疾病的三级预防体系完全契合。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具有典型的
慢性病特征，其病程长，进展缓慢，发展到后期可转化为肝硬

穴在脂肪肝的治疗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现代医学脂肪肝的形成与遗传代谢因素密切相关，体质是

化或肝癌等不可逆性损害，其本身又是代谢综合征的一个组

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所形成的，这与中医学历来重视辨个体

分，且与代谢综合征的其它组分疾病相互影响，治疗起来颇为

体质之差异的思想契合，早期脂肪肝患者通常无明显症状，这

棘手。多数患者在其早期无任何症状，易被忽视，后期危害巨

给临床辨证治疗带来了一定困难。因此，有学者[9]提出了根据

大，给防治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在该病早期，甚至中期，通过

体质特点，进行“辨体质施治”，以完善辨证论治理论，这种

非药物性干预，可使疾病得到有效缓解甚至痊愈。所以根据中

辨证与辨体质论治相结合的综合辨治方法，对提高中医药防治

医学“治未病”思想，对其进行早期干预和治疗，意义重大。

脂肪肝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临床上来看，“未病”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脂肪肝而

2

言，早期轻度患者缺少临床症状和体征，呈隐匿过程，不被重

慢性病管理与脂肪肝的“治未病”

视，通常经体检时才被发现，因此从宏观看，是“未病”或“欲

2.1 慢性病管理概述

病”状态。而对于对已经明确中度脂肪肝患者，出现相关症状，

慢性病全称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对一类起病隐匿，病

存在相关危险因素、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但暂未发展到肝纤

程长且病情迁延不愈，病因复杂，且有些尚未完全被确认的疾

维化、肝硬化阶段或伴发代谢综合征其它组分（高血糖、高血

病的概括性总称。健康管理是指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进行全而

脂、高血压、高尿酸血症）
，即疾病已经开始“显化”
，属于“已

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以及对健康危险因素

病”阶段；对于已经出现相关并发症或伴发症的人群，疾病进

进行干预的全过程，其立足于找出隐藏在人群中可能引起疾病

一步“显化”
，则属于“既病”阶段。

的危险因素，并加以预防或解决，宗旨是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

脂肪肝属于现代生活方式病，是可控可防的，早期缺乏明

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改善效果。具

显的症状，常不被重视，后期危害巨大，且无针对性特效的药

体地说，实施健康管理是变被动的疾病治疗为主动的管理健康，

物，仍重在预防。因此对脂肪肝进行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通

可以帮助人们减少疾病的发生，延缓疾病的进程，降低并发症，

过管理来提高人群对本病的认知，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生活方

达到节约医疗费用支出，提高生活质量，维护健康的目的。

式和习惯，阻止或延缓疾病的进展，提高生活质量，让患者得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慢性疾病管理工作已经在国外广泛
[10]

地开展。如美国推行的“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教育”

，已被

到更好的预后。已有学者[12]提出了对脂肪肝基本管理，基本管
理包括两个部分：评估和治疗。在一些健康体检中心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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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久、不良反应少、价格便宜等优势，是中医防治脂肪肝的主流。

相对于西医在防治脂肪肝防治领域的困境，中医药在防治

近些年来，随着中医体质学说的发展和成熟，对于早期未病态

本病中防治具有一定的优势，是中医疗效确切的优势病种之

时，予以中医体质调节，以达到中医“治未病”的目的，可能

一，中医学不仅重视预防的理论，还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养生、

是脂肪肝病早期预防的有效途径。此外研究证明针灸理疗、穴

保健方法及综合干预手段。如果把这些理论、干预手段与现代

位敷贴、中药药膳、针灸理疗、情志疗法等方法，在脂肪肝的

健康管理理念融合，或可成为进一步发掘中医药防治脂肪肝的

防治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属于脂肪肝中医药特色疗法的构成

一个良好切入点，在脂肪肝的三级预防和综合治疗中均具优势

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优化，从而建立多途径的脂肪肝

和发展前景。

中医药综合防治干预体系。

3

4

脂肪肝中医健康管理模式的框架

3.1 建立综合辨病模式和长期随访体系
建立以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体质辨识、危险因素辨识为
一体的综合辨病模式，建立长期随访体系。

结

语

慢性病的规范化的管理是未来慢性病防治有效途径和方
向，中医的“治未病”思想在慢性病的管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将两者有机的融合，或将成为中医药防治重大慢性疾病介入的

首先通过西医体格检查结合辅助检查，明确脂肪肝的诊

一个良好的战略方向，中医药在防治脂肪性肝病方面有着突出

断，然后通过收集中医四诊资料进行中医证型辨证，同时对患

的优势，本模式的建立只是“治未病”思想在脂肪肝这一中医

者进行中医体质辨识；根据健康管理的要求找出本病的相关危

优势病种管理中的具体应用，以此为思路，对其它中医优势病

险因素、伴发或并发病症，此外以问卷的方式调查患者对疾病

种进行管理和系统的研究，形成中医防治慢性病的管理路径，

的认识及健康需求。综合以上搜集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得出

对于重大慢性病的防治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有中医特色的疾病诊断辨识报告，并为患者建立健康管理档
案，纳入长期随访计划。
3.2 建立分层管理的策略和体系。
根据患者病情程度，危险因素的存在数量及危险因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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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按摩缓解急性尿潴留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cute retention of urine by point massage
李海婷 张淑卿 韦小玲 周晓峰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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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4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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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通过穴位治疗缓解骨伤急性尿潴留患者的护理方法。方法：纳入病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进行
临床对照研究，试验组 35 例采用平乐正骨传统护理技术穴位按摩排尿法；对照组 35 例采用导尿术；设置观察时间节点合计观察
指标，实施过程制定质量控制标准，对安全性和疗效进行评价。结果：两组患者年龄和性别无差异，缓解尿潴留措施实施后首次、
。结果显示试验组和对
第 2 次、第 3 次排尿评分结果有显著差异，P=0.000<0.05（双侧）
；两组疗效，x2=19.54，P=0.000（双侧）
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试验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气海、石门、关元、中极穴位按摩缓解急性尿潴留具有使患者
痛苦小，方法易掌握，操作简单易行，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尿潴留；穴位按摩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are method on treating acute retention of urine by point massage. Methods: The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est group,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clinical, in the test group 35 cases were treated by pingle
orthopedic traditional nursing technique massage urination method; in the control group 35 cases were treating by catheterization; set the
observing time nodes together observation index,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Results：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ge and sex, after mitigation measures of urinary retention, for the first time,
second times, third times of urination scor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00<0.05 (bilateral); The efficacy of two groups,
x2=19.54, P=0.000 (bilater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effica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acupressure of sea air, Shimen, Guan Yuan, were
worthy of popularized to relieve the patients suffered from acute urinary retention by its advantage of simple, safe and effective, fewer
adverse reactions.
【Keywords】 Retention; Point mass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3
尿潴留是骨折患者复位、手术、卧床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患者尿道、膀胱本身没有器质性梗阻，由于卧床、环境的改变、
不习惯在病床上排尿，或手术、麻醉和镇痛的应用等影响膀胱
的收缩力，反射性导致尿道括约肌痉挛而发生。发生尿潴留的
患者下腹胀痛、尿意急迫、烦躁不安，临床上多提供独处环境、
听流水声、腹部热敷、温热水冲洗会阴等，因效果不佳多数患
者仍需采取导尿术。导尿术做为一种侵入性操作，患者不易接

有泌尿系疾患或手术史者；⑧妊娠、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道狭
窄、肿瘤、结石等尿道梗阻患者。
2

研究方法
本组 70 例，按随机分组法分为试验组 35 例和对照组 35

例。
2.1 试验组

受，还有可能造成尿道、膀胱粘膜的损伤和感染，增加患者的
痛苦和经济负担[1]。我院近年来采用穴位按摩的中医护理方法

法如下：①取穴：气海（腹正中线脐下 1.5 寸）
、石门（腹正中

解除患者尿潴留，经临床实践效果良好。

线脐下 2 寸）
、关元（腹正中线脐下 3 寸）
、中极（腹正中线脐

1

下 4 寸）
。②穴位按摩排尿：操作者站在病人一侧，嘱病人放松

临床资料
本组研究病例均为急性尿潴留，短时间内膀胱充盈，膀胱

迅速膨胀，小腹膨隆，尿意急迫，不能自行排尿者。既往排尿
正常，无排尿困难病史。

采用平乐正骨传统护理技术穴位按摩排尿法。具体操作方

腹部，查看患者膀胱充盈情况，以中度充盈为度（操作者双手
放于下腹部两侧左右推移有充盈感，并且膀胱底在脐下）
。协助
病人取仰卧位，脱去对侧裤腿盖在近侧腿上，对侧大腿用被盖

1.1 病例纳入标准

严，铺一次性中单，置接尿器于会阴部，双下肢取外展微屈曲

①骨折病人卧床后；②四肢骨折手术后；③腰椎间盘突出
复位后；④年龄 18～60 岁，性别不限。

位。操作者用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指腹对应气海、石门、

1.2 病例排除标准

后，嘱病人放松腹部，操作者一手挡膀胱底部向下推压另一手

①合并心脑血管疾病者，肾功能不全者；②生命体征不平

关元和中极穴，手法由轻到重环行按摩 1～3min 或病人有便意
叠放其上，向下向后由轻到重推压膀胱，待尿液一次排尽后，

稳，体质虚弱者；③膀胱过度充盈者；④伤肢合并血管损伤者；

操作者由重到轻边按摩边移开手掌。清洁外阴，观察尿量和尿

⑤合并腹部损伤和骨盆骨折者；⑥脊柱骨折未固定者；⑦既往

色。一次排尿量低于 200ml 时，休息 10～30min，按上方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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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若未见尿液排出，不可强力按压，应再依以上顺序重
复操作。③操作时边按摩边交流，防止腹肌紧张。按压过程
中注意患者的呼吸、面色和病情。手法宜轻柔、缓和、稳妥[2]。
2.2 对照组

观察评价指标

3.1 观察时点和观察评价内容
3.1.1 观察时点：首次排尿、第 2 次排尿、第 3 次排尿。

采用为病人提供独处的环境、腹部按摩、热敷、听流水声、
温热水冲洗会阴等护理干预措施，30min 后仍不能排出尿液者，

3.1.2 观察评价内容：疼痛、与上一次顺利排尿间隔时间、单

采用《基础护理学》第三版，传统导尿术解除尿潴留。

全身情况等指标进行观察评价。详见表 1。

位时间入水量、膀胱充盈度、排尿量、残余尿、膀胱刺激征及

表 1 观察内容、标准和计分方法
评价内容

标准
无痛 0

疼痛（VAS 法测定）

与上一次顺利排尿间隔时
间

I、操作前

单位时间入水量

症状评

分值
10 极痛

<2h

0

2～4h

2

4～6h

4

6～8h

6

8h 以上

10

每小时入量<100ml

2

每小时入量 100～200ml

4

每小时入量 200～300ml

6
10

每小时入量 300ml 以上

估

膀胱叩诊浊音耻骨联合上 2cm

（50 分）

0

膀胱叩诊浊音耻骨联合上 2～4cm

膀胱充盈度

5

膀胱叩诊浊音耻骨联合上 4cm 以上

全身症状

10

无

0

T/P/R/BP 任一体征变化

2

T/P/R/BP 任二体征变化

4

T/P/R/BP 任三体征变化

6
10

T/P/R/BP 任三体征变化，或出现腹痛

排尿量

残余尿

500ml 以上

0

300～500ml

2

200～300ml

4

50～200ml

6

<50ml 或行导尿

10

残余尿<50ml

0

残余尿 50～100ml

4

残余尿>100～200ml

7

残余尿>200ml

10

II、排尿
后评估

0

无，正常排尿

（50 分）

4

尿频、尿急、尿时疼痛，出现任一症状
膀胱刺激征

全身症状

尿频、尿急、尿时疼痛，出现任二症状

7

尿频、尿急、尿时疼痛，同时出现

10

无

0

T/P/R/BP 任一体征变化

2

T/P/R/BP 任二体征变化

4

T/P/R/BP 任三体征变化

6

T/P/R/BP 任三体征变化，或出现腹痛

10

疼痛（VAS 法测定）

无痛 0

得分

0～10

10 极痛

0～10

合 计

3.2 安全性观察指标
①观察患者有无尿急、尿痛、尿频及尿失禁发生；②B 超

分

3.3 安全性评价标准
①Ⅰ级：无任何不良反应；②Ⅱ级：出现轻度泌尿系症

检查，观察患者肾脏及膀胱情况；③观察患者有无体温、脉搏、

状，未做任何处理自行消失；③Ⅲ级：出现中度泌尿系症状，

呼吸等生命体征变化；④其他不良反应。

需对症处理；④Ⅳ级：出现全身或重度泌尿系反应。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22

-94-

2009 年 6 月～2012 年 12 月对我院住院患者，按病例纳入

3.4 疗效评价指标
两组患者均在第 3 次排尿按观察指标统计计分，评价干

和排除标准选择 70 例患者，年龄分布 18～60 岁。按随机分组

预效果。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优，积分 15～20 分；良，积分

法分为试验组 35 例和对照组 35 例。两组患者年龄比较，见表

21～30 分；可，积分 31～49 分；差，积分≥50 分。

2；两组患者性别分布，见表 3。

4

表 2 两组患者年龄比较

质量控制
①制订操作规程，培训操作者，规范操作。②评估记录操作前

后病人的反应及症状体征变化。③观察记录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④按照疗效评价指标和安全评定标准对有效性、安全性进行评定。
5

结

组别

n

试验组

35

36.54±12.77

对照组

35

35.91±10.89

t

P

－0.222

0.257

两组患者年龄数据经两个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
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57>0.05）
，
两组年龄具有可比性。

果

5.1 一般资料
表 3 两组患者性别分布
组别

n

男

女

试验组

35

25

10

对照组

35

23

12

两 组 患 者 性 别 经 两 个 独 立 样 本 x2 检 验 ， x2=0.265 ，

x2

P

0.265

0.607

5.2 疗效评价结果

P=0.607（双侧），说明两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

两组患者干预后不同观察时点综合评分，试验组观察时点
积分减低明显快于对照组，见表 4。

比性。
表 4 干预后不同观察时点计分的平均值（

）
试验组（

）

对照组（

P

）

首次排尿评分

38.54±4.31

55.71±3.98

第 2 次排尿评分

30.20±6.38

50.57±11.56

0.000
0.000

第 3 次排尿评分

22.29±4.16

39.82±12.92

0.000

上述数据通过 SPSS16.0 for windows 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t

用 SPSS16.0 for windows 中的“两个独立样本率比较的 x2

检验进行分析，检验标准设为 P=0.05。两组数据比较首次、第

检验”比较两组疗效，x2=19.54，P=0.000（双侧）。结果显示

2 次、第 3 次排尿评分结果有显著差异（P=0.000<0.05（双侧）
）
，

试验组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试验组的疗效优

试验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

于对照组，见表 5。

表 5 两组患者干预第 3 次排尿评分后综合疗效评定 [n（%）]
组别

例数

优

良

可

试验组

35

17（48.6）

14（40.0）

对照组

35

4（11.4）

11（31.4)

5.3 安全评价结果

差

优良率（%）

3（8.6）

1（2.9）

88.6

10（28.6）

10（28.6）

42.8

患者安全性观察结果见表 6；两组患者不良事件监测结果见
表 7。

根据安全性评价标准对两组患者安全结果进行评价，两组
表 6 两组患者安全性观察结果 [n（%）]
组别

安全性级别
1级

2级

3级

4级

试验组

32

2

1

0

对照组

12

19

3

0

表 7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监测结果
组别

例数

试验组

1

腹部疼痛

B 超检查未发现肾脏及膀胱损伤，次日缓解。

3

尿道外口肿胀疼痛。

硫酸镁湿敷，1d 后缓解。

2

尿频、尿痛

嘱多饮水，2d 后缓解。

对照组

不良事件

处理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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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95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护理学强调“以人

论

尿潴留属于祖国医学“癃闭”范畴，其发生的病因病机是
由于三焦气化失常所致。骨科患者多因创伤入院，对手术及术
后并发症的恐惧及精神高度紧张；或因手术对身体的创伤、或
麻醉、镇痛的使用导致气滞血瘀而致三焦气化不利从而引起癃
闭。祖国医学认为，创伤致离经之血不散，从而瘀血灌脊，阳
气受阻，下焦气化不利；加之手术创伤失血所谓血虚，血虚亦
致气化无力，综合而成“癃闭”。
《针灸资生经》曰：
“关元主三十疾病不得小便。
”气海、关
元穴为任脉之强壮、保健穴，有理三焦，通尿闭之功效。中极穴、
膀胱募穴，任脉、足三阴经交会穴，主治遗尿、小便不利、癃闭
等泌尿系病症。石门、三焦募穴主治小便不利。杨上善《太素》
注：
“按摩使神气致踵。
”按摩能刺激腧穴，传导感应，激发经络
气机，疏通经脉，运行气血，促进膀胱气化功能，达到利小便的
目的。取气海、石门、关元、中极穴位按摩数分钟，再施以适当
的压力，通过经络的传递作用，疏调经气，达到排尿作用。按摩
下腹部能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改变局部血液循环，使膀胱平滑
肌收缩、尿道括约肌松弛，从而改善尿道括约肌、膀胱逼尿肌的

为本”，重视服务对象的感受，尽量降低痛苦体验，提高舒适
度是护理工作者的共识和目标。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
首次排尿评分、第 2 次排尿评分、第 3 次排尿评分均 P<0.05，
舒适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综合疗效评定，
试验组优良率为 88.6%，对照组为 42.8%，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取气海、石门、关元、中极穴位按摩
缓解急性尿潴留具有使患者痛苦小，不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
绪，愿意接受等优点。同时该方法易掌握，操作简单易行，安
全有效，不良反应少，是一种理想的解除骨科患者尿潴留的护
理干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刘惠军,吴琳,黎伟英,等.电磁疗结合穴位按摩对术后尿潴留的护理效果观
察[J].当代医学,2012,18(17):155-156
[2]张淑卿,何玉敏,李红玲,等.洛阳正骨临床丛书护理规范[M].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2008:36-37
[3]王德敬.经络腧穴[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46-48

协调功能，在掌推外力的作用下，使小便通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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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中医体质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Design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CM constitution analysis syste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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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社区居民中医体质分析系统的描述和特点介绍，指出该系统适用于社区卫生服务实际需求，可与《居民健
康档案》实现数据共享，可提供个体或群体的中医体质类型判定结果和定量研究的转化分数汇总数据，可提供个体化、动态化的
中医干预信息记录。
【关键词】 社区；中医体质分析系统；信息技术；体质自动化评估
【Abstrac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and features introduction of TCM constitution analysis system in community residents,
indicates that the system is applicable to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Data sharing with the Health Record. Can
provide transforming scores aggregated data of TCM constitution type determination results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individuals or
groups. Can provide individualized and dynamized information recording TCM interventions.
【Keywords】 Community; TCM constitution analysis system; IT; Physique automated evalu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4
随着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1]

关数据能够与现有《居民健康档案》数据共享等诸多功能，为

出台，中医体质辨识成为国家“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

社区层面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及其相关流行病学研究、社区诊断

范”中唯一一项中医体检内容[2]。因此，中医体质辨识在社区

提供一个简易高效的数据处理平台。

卫生服务工作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本文依据社区卫生服

1

务中心开展体质辨识服务的工作流程，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研

1.1 总体设计

社区居民中医体质分析系统的设计要点

发社区居民中医体质分析系统，初步实现中医体质数据采

系统架构采用 DBISAM 数据库与 Delphi 7.0 技术平台，初

集、自动化分析、数据汇总、个体化中医干预信息反馈以及相

期版本为单机模式，采用单机密钥认证加密，设计中预留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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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级到多机多用户接口，在条件需要时可进行升级。目前使用的

1.3.1.1 依 据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开 展 体 质 辨 识 服 务 与 建 立

DBISAM 数据库系统可支持百万级的数据量，具有速度快、体

《居民健康档案》工作需求，系统设有居民基础信息维护

积小、维护简易的特点，后期亦可升级为 ORACLE、Sql Server

模块，其功能主要是利用预设的唯一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编

等大中型数据库系统。

码、居民身份证号码、基本居民信息资料（性别、出生年

1.2 界面设计

月、住址）等相关的数据与现有《居民健康档案》数据实

打开社区居民中医体质分析系统，首先进入启动功能界

现查核、对接，为两者下一步的数据共享提供技术准备（见

面，界面共有 5 个功能模块，分别为：居民信息维护、体质辨

图 1）。

识评测、测试结果汇总、注册信息、退出。

1.3.1.2 居民信息管理界面设有居民信息维护（添加、修改、删

1.3 功能模块界面设计

除）
、居民资料搜索（见图 2）、查看个人分析报告和干预记录

1.3.1 居民信息管理界面设计

4 个模块。

图 1 居民信息管理界面图示

图 2 居民资料搜索界面图示

1.3.2 体质辨识评测界面设计

和判定体质类型的相关标准：原始分数＝各个条目分值相加，
[3]

1.3.2.1 依据标准化《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表》 ，设计体

转化分数＝[（原始分－条目数）/（条目数×4）]×100，最

质辨识数据采集界面，其内含的中医体质辨识 9 个亚量表

后依据标准判定体质类型。系统设计自动化计算、分析、判

（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

定程序，提供个体化辨识结果和中医干预指导意见界面，并

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 60 个条目与其 5 级评价选项。

可输出多种格式（PDF、RTF、JPEG）的保存、打印文档（见

1.3.2.2 依据《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1]中计算转化分数

图 3）。

图 3 输出报告界面图示

1.3.3 测试结果汇总界面设计系统提供群体性同一居民多次辨
识结果汇总的功能选择，以及输出通用性高的 EXCEL 数据库

汇总表（见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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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CEL 数据库汇总表界面图示

1.4 注册信息界面设计
系统设有单机密钥认证加密功能，可通过申请授权获得

3

总

结

本文依据社区卫生机构开展中医体质辨识服务的工作流

多机的使用权限，符合社区层面安装简便、成本低廉的应用

程，结合现有《居民健康档案》数据采集的工作特点，提出社

需求。

区居民中医体质分析系统的总体框架，并研发其应用系统；同

2

时，以社区女性居民、社区高血压病患者为研究实例，检验系

社区居民中医体质分析系统的应用特点

2.1 数据采集路径简易
系统主要依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实施流程设计其数据
采集路径，其系统架构充分考虑与现有《居民健康档案》数据
采集路径兼容。系统既可接受预先导入《居民健康档案》基本
人口学数据，提供现时查询、核对居民资料功能，也可以自行
录入居民信息，甚至修改原有信息。其设计既可简化必要信息
的录入，省时省工，又可额外提供核对、补充现有《居民健康

统诸多功能模块的设计指标。最后，通过具体人群体质辨识工
作的实际应用，验证了系统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获取了受访人
员个体和群体的中医体质辨识基础数据，并与现有《居民健康
档案》数据实现共享，分析了受访人员中医体质的类型分布状
况与转化分数的定量统计结果；同时，建立了受访人员的中医
体质和干预信息档案，为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纵-横”双向对
比分析以及更进一步的多因素相关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系统基于研发成本和简易推广等因素的制约，其存有不少

档案》数据的可能。

改进之处。譬如系统界面的美观性缺乏中医文化特色、预设导

2.2 汇总数据通用性强

入人口学数据需要后台运作、单机版系统限制了数据的多通道

系统通过预设的唯一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编码、居民身份证

应用、系统缺失汇总数据实施医学统计分析功能则减弱其信息

号码、基本居民信息资料（性别、出生年月、住址）等相关的

处理的自动化效能等等。但是，系统的总体架构具备相当的科

数据进行一一匹配的方式，
在最后的数据汇总表中依托 EXCEL

学性和针对性，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

数据库技术实现与《居民健康档案》的数据共享。其设计主要

近年来，通过《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为居民提供个

依靠通用性高的 EXCEL 数据库技术，并通过预设的数据规则

体体质分析、人群体质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已经成为体质辨识

来实现与其他数据共享，具有操作简易、通用性强、数据拓展

临床应用研究的热点之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则正是开展相关

性高的技术优点，为进行多项目的数据相连共享提供技术的可

研究的绝佳场所。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广泛应用，

能性和延展性。

特别是以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为主线研发的信息系统的实际应

2.3 辨识分析操作便捷

用，必将为社区层面开展中医体质流行病学调查、中医“治未

系统设计提供辨识条目选项逐条录入，并提供漏项提醒，

病”效果评估以及未来相关跟踪研究工作提供技术保障。本文

保证数据准确性；系统自动计算、分析、判断、输出辨识类型

提出的社区居民中医体质分析系统，正是这样一个实现中医体

和具体转化分数，其操作便捷、易用，适合在社区开展。同时，

质分析数据的信息化管理与自动分析平台。

系统在个体化辨识结果和中医干预指导意见界面提供多项的

参考文献：

自主修正功能，其设计尤其适合不同层次的社区卫生工作需

[1]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ZYYXH/TI57-2009)[J].世界中西

求，系统使用者甚至能够依据自身的研究或判断为辨识对象提

医结合杂志,2009,4(4):303-304

供更个体化的中医体质辨识和指导意见报告，并在干预记录界

[2]王琦.中国人九种体质的发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83

面进行历史记录，从而实现辨识、干预、记录、再评估等数据

[3]王琦.中医体质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458-466

的信息化处理。

基金项目：

2.4 系统安装易兼容好
系统安装简易、兼容性好，Windows98 及以上操作系统均
可正常运行；硬件要求低，PIII 以上 CPU、256MB 以上内存即
可流畅运行；同时可以将统计结果导出为 Excel 文件，方便后
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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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患儿的心率变异性分析
Analysis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of 68 cases of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何秀华 安新江 牛 玲
（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江苏 徐州，221006）
中图分类号：R5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098-02

证型：GB

【摘 要】 目的：对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PSVT）患儿的心率变异性（HRV）进行分析，旨在探究自主神经系统活动对
PSVT 的作用。方法：我院 2010 年 5 月～2013 年 5 月共收治 PSVT 患儿 34 例，作为观察组，另有 34 例均为健康儿童，作为对照
组，比较两组 24h HRV 长程时域指标。结果：相比于健康儿童，PSVT 患儿的相邻 RR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RMSSD）及 RR 间期
总体标准差（SDNN）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 RR 间期标准差的平均值（SDNNindex）及 RR 间期平均值的标
准差（SDAN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4 例 AVRT 患儿中，20 例频繁发作患儿的 RMSSD、SDNN、SDNNindex、SDANN
。结论：PSVT 患儿的自主神经系统失衡，主要是迷走神
相对与 14 例非频繁发作患儿均低一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经功能下降；AVRT 患儿若频繁发作心脏交感神经活动将明显增强。
【关键词】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儿童；心率变异性；自主神经系统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of 68 cases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to explore the role
of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ctivity of PSVT. Method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0 to May 2013 were treated 34 cases of children
with PSV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le 34 cases were healthy children, as control group, compared two groups of 24 h HRV long range
time domain index. 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y children, the root mean square difference between adjacent RR interval (RMSSD) and
RR interval (SDNN) decreased the overall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patient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average value of RR interval standard difference (SDNNindex) and RR interval of mean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DANN)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In 34 AVRT patients, frequent seizures were RMSSD, SDNN, SDNNindex, SDANN of 20 cases were
lower than 14 cases of non-frequent seizures in children,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imbalance in children with PSVT, mainly vagus function decline; cardiac 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is frequent in children
with AVRT will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Keywords】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heartbeat tachycardia; Children;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5
心率变异性（HRV)指的是心脏节律根据昼夜和身体状况
[1]

签署知情同意书。观察组患儿心律失常首次至末次发作的平均

而变化的的规律性 。神经体液调控心率波动，是对某些病理

病程（10.32±5.16）个月，每例患儿平均发作（3.21±4.57）

状态或不同的生理状况的反应。HRV 分析是一种定量反映自主

次。其中 20 例患儿为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AVRT）
，10 例为

[2]

神经活性及其调节功能的检验方式 ，能够很好地评价心血管

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AVNRT），4 例为自律性房性心动过

疾病自主神经的变化。近几年，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

速（AAT）。本组患儿均经 12 导联心电图及食管心房调搏术

HRV，证明了自主神经活动与很多疾病存在联系。本研究分析

（TEAP）进行确诊。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患儿的心率变异性，与此同时将 AVRT

1.2 方法

频繁发作与非频繁发作患儿的 HRV 进行比较，探究自主神经
系统活动的影响，先将研究过程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PSVT 入院患儿一旦发作心律失常，使用常规 12 导联心电
图诊断 PSVT，之后根据食管心房调搏术（TEAP）明确类型，
治疗恢复后，美国 DMS 有限公司 300-4 型动态心电图分析系
统，行 24h 动态心电图分析，比较两组心率变异性 24h 长程时
域指标：对比分析 RR 间期平均值的标准差（SDANN—24h 内

本组住院 PSVT 患儿 34 例及健康儿童 34 例，其中男 38

每 5min 节段平均 NN 间期的标准差）、RR 间期总体标准差

例、女 30 例，平均年龄（3.15±1.21）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SDNN—24h 内全部正常窦性心搏间期（NN）的标准差）
、

（P>0.05），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持有家属

相邻 RR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RMSSD—全程相邻 NN 间期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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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方根）
、RR 间期标准差的平均值（SDNNindex—24h 内每

2

5minNN 间期标准差的平均值）。

2.1 PSTV 患儿与健康儿童见 HRV 长程时域指标比较

1.3 统计学方法

结

果

将观察组 34 例 PSVT 患儿与对照组 34 例健康儿童进行对

用 SPSS11.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

比，观察组 SDNN、RMSSD 均低于 30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意义（P<0.05）
，而 SDANN、SDNNindex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差（

（P>0.05）
（见表 1）
。

（P<0.05）
。
表 1 PSTV 患儿与健康儿童见 HRV 长程时域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SDNN

SDNNindex

SDANN

RMSSD

健康儿童

34

145.35±36.26

67.81±19.23

130.63±28.14

50.65±23.27

PSVT

34

42.16±16.28

126.59±30.16

60.25±15.64

126.13±23.17

t值

2.371

1.532

1.683

3.225

P

<0.05

>0.05

>0.05

<0.01

20 例患儿 RMSSD、SDNNindex、SDNN、SDANN 均低于后者

2.2 AVRT 患儿与非频繁发作组间长程时域指标比较
将频繁发作与非频繁发作的 AVRT 患儿进行对比，前者的

的 14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

表 2 AVRT 患儿与非频繁发作组间长程时域指标比较
组别
频繁发作
AVRT 患儿
非频繁发作
AVRT 患儿

3

讨

例数

SDNN

SDNNindex

SDANN

RMSSD

20

110.73±28.16

50.32±19.31

107.62±19.83

40.67±15.32

14

132.75±29.62

63.75±14.33

128.35±21.62

45.77±3.28

t值

3.627

2.537

3.218

2.462

P

<0.01

<0.05

<0.01

<0.05

论

HRV 分析就是对连续正常 QRS 波群周期之间变化的变
异系数进行测量来反映心率变化。现在有两种常用方法：一
种是有线性分法，包括频域分析法及时域分析法，还有一种
是非线性分析法 [3] 。均能显示迷走神经及交感神经的功能状
况，具有一定的联系。借统计学离散趋势对心率 R-R 间距的
变异进行分析即时域分析[4]。通过 24h 连续地记录信息，能
够对 24h 自主神经如何调控心率做出客观评价。在时域分析
指标中，SDNN 是主副交感神经总的活性变化的反映，SDANN
是对交感神经功能敏感指标的评估，与交感神经张力的变化
相反。RMSSD 是对副交感神经张力变化的反映，与副交感神
经张力的变化相同，随其降低而降低[5]。研究表明，对 HRV
起决定作用的是副交感神经。一般状况下，人体迷走神经与
交感神经相互影响和制约，保持协调的动态平衡，同时自主
神经活动能够调节昼夜节律变化规律。大量研究表明自主神
经活动与许多疾病存在联系，尤其是心血管疾病及猝死率[6]。
与此同时，判断自主神经活动的定量指标还包括心率变异性
分析。
本组研究发现，
PSVT 患儿对比健康儿童的 SDNN、
RMSSD
较低，而 SDANN、SDNNindex 无差异，说明患儿自主神经功

险[7]。
临床上针对部分频繁发作的患儿建议长期服用药物，严重
时行射频消融法根治。进行 HRV 分析，将可能出现心动过速
频繁发作及发作后易出现血流动力学改变的患儿筛选出来，对
于预测其病情发展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还可在此基础上制
定合理方案。
参考文献：
[1]零达红.动态心电图心率变异性分析的临床应用进展[J].实用心电学杂志,
2008,17(3):126-130
[2]刘哲.急诊治疗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50 例体会[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1,5(2):110-111
[3]杜林燕,黄织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发生机制与体表心电图研究[J].
内蒙古医学杂志,2009,41(8):955-957
[4]葛怡.80 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救治分析[J].医学信息,2011(7):3287-3288
[5]戴文英.胺碘酮与西地兰治疗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疗效比较[J].求医
问药(下半月刊),2011,9(6):91
[6]张双船,顾秋枫,邹新英.107 例新生儿心律失常发生的临床特征及处理经验.
中国心脏起博与心电生理杂志,2009,23(6):517-519
[7]王玲,周卫平,戴英达,等.胺碘酮治疗新生儿严重快速心律失常临床观察[J].
吉林医学,2010,31(27):4717-4718

能失衡及受损，临床表现为副交感神经张力降低。再者，频繁
发作的 AVRT 患儿的心脏交感神经活动进一步增强，副交感神
经活动则有所减弱，这说明交感活动增强存在诱发 PSVT 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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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治疗 Colles 骨折 58 例
Treating 58 cases of Colles fracture by manipulative reduction and
splint fixation
周 军 邱继明 孟成春 李

涛 鲁建东 肖 俊

（湖北省宣恩县民族医院，湖北 宣恩，445500）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100-02

【摘 要】 笔者采用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治疗 Colles 骨折 58 例，临床疗效满意，而且创伤小、成本低、花费小、患者易于
接受，便于推广应用。
【关键词】 Colles 骨折；手法复位；夹板固定
【Abstract】 The author uses manipulative reduction and splint fixation on treating 58 cases of Colles fracture, clinical effects were
satisfactory, with less invasive, low cost, low cost and easily accepted by patients, eas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Colles fracture; Manipulative reduction; Splint fix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6
Colles 骨折是骨科门急诊常见病，若处理不当易发生骨折
再移位、畸形愈合、关节僵硬、尺桡关节疼痛等后遗症。自 2009
年 3 月～2010 年 1 月，
笔者采用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治疗 Colles

4

讨

论

桡骨远端骨折是指距桡骨远端骨关节面 3cm 以内的骨折。

骨折 58 例，获得满意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腕管综合征及 Sudeck 骨萎缩等并发症发生。

Colles 骨折是人体最常发生的骨折之一，约占整个前臂骨折的

临床资料

75％[2]，占急诊骨折患者的 17％[3-5]。祖国医学文献明代朱棣

本组 58 例新鲜闭合性 Colles 骨折患者，均无神经、血管

所著的《普济方•折伤门》记载了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的治疗

损伤。其中男 23 例，女 35 例，年龄 18～68 岁，平均 46.8 岁。

方法[6]。而手法复位常可达到良好的复位，其对位效果不亚于

就诊时间：最短者伤后立即就诊，最长 3d。受伤原因：跌倒

手术切开复位。

50 例，车祸 8 例。部位：左侧 25 例，右侧 22 例，双侧 11 例。

正常桡骨远端的关节面掌倾角为 10°～15°，尺偏角为

骨折类型（Melone 分型）
：II 型 10 例，III 型 18 例，IV 型 20

20°～25°，桡骨茎突长于尺骨茎突约 12 mm。复位时应尽可

例，V 型 10 例。

能恢复上述结构的解剖位置，最大限度保护腕关节功能。复位

2

前仔细阅读 X 线片，了解骨折移位情况，复位过程要求缓慢、

治疗方法

连贯，一气呵成。牵引力量要足够，折顶、掌屈、尺偏为一个

局部麻醉后，患肢外展，肘关节屈曲 90°，使前臂旋前，

连续动作，不可粗暴施术。要注意尽量一次复位成功，避免反

手心向下，拔伸牵引矫正骨折断端重叠或嵌插移位，再矫正侧

复多次复位，牵引一定要到位，不要急于做手法，否则容易加

方移位，腕掌屈，矫正掌、背侧移位及掌侧成角，挤压下尺桡

重骨折的粉碎及移位，或嵌插纠正不理想。

关节并舒理肌腱、韧带复位，C 臂透视，复位满意后用塑形弹

骨折通过成功的手法复位后，治疗关键在于固定。小夹板

力夹板固定于腕中立前臂旋中位。术后抬高患肢，用脱水药及

固定符合腕部生物力学原理[7-8]，既能使骨折端持续受力，断端

活血化瘀药，指导患者早期握拳锻炼。术后分别在 3d、7d、10d

更稳定，不易产生侧方移位和成角移位；还能增加骨折端应力

进行 X 线摄片了解是否有再移位，固定 4 周后去除夹板，摄 X

刺激和促进患肢的血液循环，有利于骨折愈合，又可预防腕关

线片了解骨折愈合情况，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腕关节功能康复锻

节僵硬及局部废用性骨质疏松等并发症，有利于腕关节功能的

炼。

恢复；还能使患肢受力面更广，受力更均匀，减少皮肤压疮的

3

结

可能[9]。夹板固定体现了“动静结合”和“弹性固定”的理念，

果

能使肢体内部动力由骨折所引起不平衡达到平衡，保持整复后

本组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6～10 个月，平均 7.9 个月。
全部骨性愈合，骨折愈合时间 4～7 周，平均 4.9 周。根据《中
[1]

位置，限制骨折端活动；同时还有利于手指的屈伸功能及肩肘
关节的功能的早期锻炼和早期功能恢复。固定方法。该方法简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桡骨下端骨折疗效标准进行评定 ，

单、灵活，安全可靠，具有对关节功能影响小，疗效好，见效

根据腕关节功能恢复情况分为优、良、差 3 级。

快，费用廉，并发症发生率低等特点，并避免了手术创伤，适

58 例中，优 48 例，良 6 例，差 4 例，优良率 93.1%。无

用基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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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疗法在治疗 Colles 骨折中有其独特的

志,2012,21(4):453-454

优势，体现了中医骨伤“动静结合，筋骨并重”的治疗思想。

[6]贾浙西.手法整复夹板外固定治疗桡骨远端伸直型粉碎性骨折 68 例分析

临床疗效满意，而且创伤小、成本低、花费小、患者易于接受，

[J].中医正骨,2010,22(6):59-60

便于推广应用。

[7]苏久旺,金军.中医骨伤科外固定疗法的临床生物力学研究[J].辽宁中医杂
志,2006,33(6): 67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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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磺酸氨氯地平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血压晨峰现象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essential hypertension in morning blood
pressure surge by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
顾佩莉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201901）
中图分类号：R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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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苯磺酸氨氯地平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压晨峰的疗效。方法：采用动态血压监测明确有高血压晨峰现
象的 86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比较给予苯磺酸氨氯地平前后 6 周全天平均 SBP 和 DBP，以及晨峰血压差值。结果：苯磺酸氨氯
地平能有效全天平均 SBP 和 DBP，以及晨峰血压差值（P<0.05）
。结论：苯磺酸氨氯地平能有效改善血压晨峰，值得门诊推广应
用。
【关键词】 苯磺酸氨氯地平；晨峰血压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essential hypertension in morning blood pressure surge by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 Methods: 86 cases were treated by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round 6 weeks all day comparison of amlodipine
besylate mean SBP and DBP, morning blood pressure surge margin. Results: Amlodipine besylate can effectively day mean SBP and DBP,
as well as the morning blood pressure surge margin (P<0.05). Conclusion: Amlodipine besylat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orning blood
pressure peak,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outpatient.
【Keywords】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 Morning blood pressure sur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7
血压在一天中因各种生理心理因素明显波动，存在血压变
[1]

响。

异性。清晨血压出现急剧上升现象称为血压晨峰 。较多的高

1

血压患者会出现血压晨峰现象。研究表明血压晨峰程度加剧与

1.1 诊断标准

资料与方法

心、脑血管事件高发有密切关系，并且独立于 24h 平均血压水

血压晨峰（MBPS）
：起床后 2h 内的收缩压均值减去夜间

平[2-3]。本研究利用 24h 动态血压监测筛选出血压晨峰组，给予

睡眠时的收缩压最低值（包括最低值在内 1h 的平均值）≥

患者晨起服用苯磺酸氨氯地平，6 周后观察其对血压晨峰的影

35mmHg，为血压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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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 一般资料

（22：00～6：00）每 60min 1 次，每次动态血压监测于 8：00～

本研究对象的高血压患者为 2010 年 9 月～2012 年 12 月在

8：30 开始，共记录 24h。监测当日给患者服药。次日上午拆

我院病房住院的中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符合 2010 年中国高

下动态血压装置。入选患者在服药 0 周、6 周末进行动态血压

血压病防治指南中的诊断标准），均为 45 岁以上成年人，男女

监测各 1 次。主要观察指标如下：①24h 动态血压平均收缩压

不限，除继发性高血压外，并无其他内科严重疾病，血尿常规

（SBP）和平均舒张压（DBP）
；②血压差值：起床后 2h 平均

及肝肾功能正常，除外妊娠、哺乳、口服避孕药者及对钙离子

血压与包括夜间最低血压在内的 1h 平均血压（即最低血压及

拮抗剂过敏和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者。24h 动态血压监测筛选

其前后两个血压测得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值，差值 t>35mmHg

有血压晨峰的患者 69 例。男 36 例，女 33 例，年龄 45～83 岁，

为血压晨峰。

平均 67.6 岁。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5.0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采

1.3 方法
1.3.1 服药方法：有血压晨峰的 69 例患者每天上午 6：30～7：00
给予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10mg/d 口服（由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
。治疗 6 周后行 24h 动态血压监测。
1.3.2 动态血压监测：采用德国 IEM 公司生产的 MO2BIL-O-

用 t 检验，
（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苯磺酸氨氯地平治疗 6 周后，24h 平均血压，与收缩压、

GRAPH 型无创式动态血压监测仪。检测时袖带放置于左手臂，

舒张压差值均显著降低（P<0.05）。血压差值与治疗前比较均

血压检测频率为白天（6：00～22：00）每 30min 1 次，夜间

显著降低（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晨峰高血压的变化（ x ± s ，mmHg）
平均血压

治疗前
治疗后
*

差值

SBP

DBP

SBP

DBP

147.28±8.97

102.13±5.22*

43.27±5.96

28.69±4.23*

131.96±7.43

86.87±4.76**

24.32±3.76

14.87±3.42**

**

注：治疗前后比较 P<0.05， P<0.01。

3

讨

论

清晨血压急剧上升的现象称为“血压晨峰”，血压变异程
度最大的时间段是在清晨，血压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短时间内
迅速上升到较高的水平，甚至可达 1d 内最高水平。人从清醒
并开始活动后，交感神经活性迅速加强，可引起周围血管阻力
迅速升高[4]，并且导致血浆中儿茶酚胺等缩血管物质水平升高，
心输出量增加，清晨血压升高。又有研究显示，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水平也存在昼夜节律，即在早晨醒来时达最高值，导致
肾上腺髓质和交感神经末梢释放儿茶酚胺等机制，血压显著升
高[5]。除此之外，醒后剧烈运动、吸烟、高盐等都会导致晨峰
现象。清晨时段压力感受器敏感性降低，也可能是晨峰现象的
原因。而研究证实，高血压晨峰与脑卒中发生的危险性密切相
关，可作为脑卒中的强力预测因子[6]。研究更显示在血压晨峰
时段收缩压以 0.1mmHg/min 速率升高时，颈总动脉血管壁内中膜厚度增厚 0.01mm。血压晨峰者不仅对高血压及其靶器官
有影响，而且可能与 2 型糖尿病甚至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发展
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控制晨峰血压尤为重要。
苯磺酸氨氯地平是长效钙拮抗剂，血浆半衰期长达 30～
50h，且与血管平滑肌细胞上的特异性 L-型钙通道较持久的结
合，因此具有超长效的特点，这种特点优于其他短效二氢吡啶

稳定性，有利于血压晨峰的防治。
本研究显示苯磺酸氨氯地平能有效的控制晨峰血压，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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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CCB 的缓释或控释制剂，能平稳控制 24h 血压尤其是晨峰
血压，且可以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氨氯地平可能通过较
强的抑制平滑肌钙内流而具有显著扩张外周动脉平滑肌作用，
且能抑制红细胞的钙内流，增加红细胞膜收缩蛋白含量，改善
能量代谢，防止体循环中钙超载，从而提高红细胞变形性和膜

编辑：李妍

编号：EC-13051388（修回：2013-11-16）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2 期

-103-

膝痛消熏洗方治疗膝骨性关节炎临床疗效和
护理体会
Clinical effect and nursing experience o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with
Xitongxiao pumigation recipe
龚友梅
（厦门市中医院，福建 厦门，361009）
中图分类号：R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103-02

【摘 要】 膝骨性关节炎是骨科常见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膝关节疼痛，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膝痛消熏洗方治疗膝骨性
关节炎具有良好的效果，其疗效及护理体会现报道如下。
【关键词】 膝骨性关节炎；膝痛消熏洗方；临床疗效；护理体会
【Abstract】 Knee osteoarthritis is a common orthopedic disease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it is knee pain, seriously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Xitongxiao pumigation recipe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its clinical effect and
nursing experience are reported as follows.
【Keywords】 Knee osteoarthritis; Knee pain relieving fumigating and washing; Clinical effect; Nursing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8
膝骨性关节炎多发于中老年人，是骨科常见病，临床主要

防风 15g，荆芥 15g，艾叶 15g，红花 10g，五加皮 10g，入骨

表现为膝关节疼痛，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者日常工作和生活。

丹 10g，牛入石 8g，制川乌 5g，由纱布包装成袋，加 2500～

膝痛消熏洗方是我科协定处方，多年来运用治疗膝骨性关节炎

4000ml 水煎煮，沸后 10min 倒入盆内，置患膝于盆上，先熏

取得良好临床疗效，现将临床疗效和护理体会如下。

后洗，温度较高时利用药液蒸气熏洗患膝，并用毛巾或油布敷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盖以保温，帮患者按柔膝眼，向四周推挤髌骨，并适度屈伸患
膝，当药水温度将至 60℃左右，皮肤可耐受时，用毛巾沾其药
液搓洗、热敷患膝，至水温将至 35℃左右，感觉无热感为止。

本组 50 例，年龄 40～60 岁 34 例，61～70 岁 16 例，平均

熏洗共 30min。熏洗完后，继续按揉患膝膝眼及膝关节屈伸活

年龄 54.60 岁；病程<6 个月 10 例，6 个月～1 年 25 例，1 年以

动 10min。每天早晚各 1 次，稀释液可再重复加热熏洗 1 次，

上 15 例，平均 1.32 年。

治疗 4 周为 1 个疗程。

1.2 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病证诊断

3

疗效评定标准

疗效标准》[1]，西医诊断标准参照美国风湿病学会（American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临床痊愈：临床症状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A）1995 年提出的膝骨性关节炎

完全消失，膝关节功能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生活。显效：临床

诊断标准。符合诊断标准，并且近期未用其它方式治疗或服用

症状大部分消失，膝关节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对日常生活无明

其它药物。

显影响。有效：临床症状部分消失，膝关节功能改善，对日常

1.3 排除标准

生活稍有影响。无效：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

①关节间隙显著狭窄或关节间形成骨桥连接而呈骨性强
直者。②膝关节肿瘤、类风湿、结核、化脓及并发病影响到关

4

评定结果
本组 50 例，经治疗 1 个疗程后按上述疗效评定标准评定，

节结构者，或伴有皮癣、梅毒性神经病、褐黄病、代谢性骨病、
急性创伤等患者。③晚期关节明显畸形、残废及患肢有血管神

临床痊愈 15 例，显效 20 例，有效 10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

经损伤史者。④合并有心血管、脑血管、肝、肾或造血系统等

率达 90.00%。

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⑤妇女妊娠期及哺乳期，过敏
体质者。
2

治疗方法
膝痛消熏洗方熏洗疗法，药用伸筋草 30g，透骨草 30g，

5

讨

论

膝骨关节炎属中医“痹症”范畴，
《素问•痹论》指出：
“风
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中医治疗膝骨关节炎方法多样、
疗效佳、安全、副作用小，尤其在早期膝骨性关节炎可以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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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改善患者疼痛症状及膝关节活动功能，可以有效延缓关节病程

善，应鼓励患者继续加强行走及屈伸功能锻炼，达到药物熏洗

进展，深受患者推崇。膝痛消熏洗方是我科经多年临证有效外

后后续效应。

洗中药处方，本方中医辨证论治为指导思想，结合膝关节特殊
部位结构、功能特点，运用“筋骨并重”、“骨正筋柔”、“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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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白癜风患者健康心理培养及护理方法
Training and care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of patients with vitiligo
成爱华 韩梅海 韩 娴
（山东省滨州华海白癜风医院，山东 滨州，25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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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介绍了儿童白癜风的主要症状及患者容易产生的心理问题，并在临床工作中探索出儿童白癜风患者健康心理
的培养方法，建议儿童白癜风患者在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的同时也需做好护理，适当的护理，特别是心理护理对白癜风的康复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 儿童白癜风；健康心理；护理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symptoms of vitiligo in children and patients prone to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in
clinical work explored the method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hildren with vitiligo culture, recommended that children with vitiligo
patients in the medical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also needed good care, appropriate care, especially psychological care for vitiligo
rehabilitation played a multiplier effect.
【Keywords】 Children vitiligo; Health psychology; Ca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59
白癜风存在于各个年龄层的人们，儿童白癜风占整个白癜
风患者群体的 10%以上，发病主要在 10 岁以前，性别上女孩
儿明显多于男孩儿；遗传因素在儿童白癜风发病中的重要作

恐惧、焦虑、愤怒和悲伤，有所了解和反应。他们把病情理解
为失去了父母的关怀，因此而导致愤怒、担心和行为退化。
进入成熟阶段的孩子，认知发展迅速，已具备了抽象记忆，

用；皮损始发部位多为膝、肘、前臂、手足等易受外伤部位；

抽象思维也得到迅速发展。到了童年后期，已有了相当强的思

皮损类型以泛发性白癜风为主，大概占总数的的 33%～42%；

维能力，情绪体验也比较深刻，这一阶段的儿童，若不能与同

病情多处于进展期；并发自身免疫性疾病比成人几率小；患者

龄人同步充分掌握知识和技能，在同伴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会

心理问题多；治疗产生的副作用比成人明显等。

产生自卑感。他们认为个人的健康大部分是由其他人控制（尤

1

儿童白癜风的心理问题
年龄较小的儿童由于意识尚未完全形成，往往没有复杂的

心理活动，认知发展还比较低微，属于基本无意识，思维处于
直觉行动阶段，他们对疾病的反应有时候可能通过察觉父母的

其是医生），但是个人控制的意识在不断发展，这对于白癜风
患儿治疗是有益的。学龄前儿童一般比年幼的儿童对疾病更有
经验，也有更多的应对技能，因此他们对治疗程序和紧张的情
景表现出更强的控制感和处理能力。
在这一阶段，若不告诉患儿治疗白癜风需长期用药方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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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这一阶段儿童会把白癜风理解为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因

有个人爱好，一旦孩子犯了错要批评的严一些，指出其危害又

而对疾病充满恐惧、失望。

要给予爱护和关心。

1.1 焦虑
年龄小的儿童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紧张不安，女孩比男孩更

3

儿童白癜风的护理方法

严重。在长期服药的过程中，患儿经常表现出预期的和急性的

对于儿童白癜风来说，由于儿童身体处于发育阶段，机体

情境性焦虑，从而导致儿童逃避、哭闹、焦躁不安、愤怒、敌

免疫力较弱，所以在治疗白癜风的过程中，应注意药物的毒副

意，使得治疗无法进行。慢性焦虑往往难以中断并常伴抑郁。

作用，谨慎、合理用药，保护儿童白癜风患儿的身心健康和身

1.2 抑郁
许多白癜风患儿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慢性的、中等程度的
抑郁。
1.3 不遵从医嘱
不遵从医嘱是白癜风患儿中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不了
解治疗的重要性，与医生或父母有冲突，难以忍受治疗程序，
家庭对治疗的忧郁，对治疗成功缺乏信心等因素会导致不遵从

体正常发育；积极寻找并祛除可能的诱发因素，避免病情加剧。
3.1 合理膳食，加强营养
患病后应注意调整饮食结构，多食用高蛋白、高能量、维
生素 B 族含量高的食品，适量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多吃一些深
颜色食品，如黑豆、黑米、黑芝麻、核桃仁、黑木耳、黑枣、
桑椹、花生等。
平时少吃或不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品，如西红柿、橘子、

医嘱的行为发生。患儿不遵从医嘱的表现多种多样，如拒绝治

柚子、杏、山楂、草莓、猕猴桃、樱桃等。病情进展期应忌食

疗、不守约等。

肥甘厚味之品和鱼腥海味，家长不要因溺爱而答应患儿食用的

2

儿童白癜风患者健康心理的培养
近几年来，从我院就诊数字来看，儿童白癜风患者有递增

的趋势。儿童认知能力差，思想还处于懵懂时期，心理认知和
承受能力还不成熟，所以在这一时期，培养孩子的健康心理就
显得尤为重要。
培养儿童的健康心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方法。
2.1 鼓励法
儿童有一种需要承认，需要鼓励的心理，他们喜欢成功，
喜欢得到父母的认同和赞扬。
因此，父母就要经常鼓励孩子，孩子通过不断的被鼓励和
赞扬，自身的行为才能得到肯定，由肯定产生心理升华。
2.2 反问法

要求。
3.2 及时诊治，加强护理
患病后家长应及时送患儿到医院诊治，并协助医生寻找可
能的诱发因素，治疗方案应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和实施。
加强家庭护理，避免外伤和感染，积极治疗。
3.3 合理用药，避免伤害
白癜风的治疗措施较多，部分药物和方法不适合儿童，如
系统应用免疫抑制剂、抗肿瘤药和长期、大面积外用皮质类固
醇激素等。可选择紫外线照射、免疫调节剂、中医中药及外用
药等副作用较小的疗法，并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避免医源性伤害。
3.4 规范外用疗法，注意内外结合
治疗儿童白癜风外用药的浓度、剂型要适宜，避免刺激。

语言是沟通儿童心灵的工具，因此，父母和孩子谈话时要

外用皮质类固醇激素时，应选择中、强效类制剂，等病情控制

试探、发文、反问，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儿童自身的分析和判断

后逐渐降低用药浓度和药效强度，不宜大面积、长期使用。夏

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

季也应注意暴露部位涂搽具有光感性药物的时间和用药次数，

2.3 出难题法

减少日光照射时间，防止光毒反应的发生。并注意内用疗法和

给孩子出点难题，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困难，并要让其自己
解决，只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经受失败和挫折，才能收获经
验和教训。
2.4 讲故事法

处用疗法的相互结合，以提高疗效。
3.5 持续治疗，避免间断
白癜风的各种治疗方法，均需较长时间才能产生疗效，治
疗过程中不要操之过急，应耐心坚持用药。由于患儿对白癜风

儿童都爱听故事，父母应该抽时间给孩子讲一些健康向上

复杂的治疗措施较难以接受和配合，尤其是外用疗法，很难每

的故事，一个好故事能使一个孩子进行一次心理上的调试，还

天坚持搽药，所以患儿亲属应耐心引导，妥善照料，坚持每天

能鼓舞孩子上进。

检查和督促用药，协助涂搽外用药，并帮助患儿掌握用药方法。

2.5 兴趣引导法

3.6 减轻心理压力，避免精神伤害

父母要根据孩子的气质和性格去发现其兴趣和爱好。
2.6 反面教育法

心理压力和精神伤害同样可影响儿童白癜风的病情。家庭
不和、经济困难、生活环境差、受虐待、挨批评及同学间关系

父母利用反面教材让孩子分清是非，对生活中的反面事

不融洽等，都可对白癜风的病情稳定和治疗效果产生影响。对

物，父母要给予引导，使其提高分析和判断能力，有利于其心

于儿童白癜风如果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日常良好的护理，病

理预防。

情通常能得到控制和缓解，才不会影响患儿身体和智力的正常

2.7 宽严结合法

发育。同时给予患儿安慰和关怀，减轻其心理压力和思想负担，

对孩子过宽过严都是不正确的，要培养孩子有一个健康心
理状态和的心理素质，既需要严教又要宽容，既有组织纪律又

避免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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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复位闭合穿针结合骨折治疗仪治疗
儿童肱骨髁上骨折
Treating supracondylar humerus by manipulative reduction close needle
combined with fracture therapeutic apparatus
孙 锋
（常德市第一中医院，湖南 常德，415000）
中图分类号：R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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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手法复位闭合穿针与骨折治疗仪相结合治疗儿童肱骨髁上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我院最近 2 年治
疗的 112 例肱骨髁上骨折的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 56 例，所有患儿均采用手法整复闭合穿针方法，观察组患儿
加用骨折治疗仪治疗，将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结果：观察组患儿骨折愈合速度和恢复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手
法复位闭合穿针结合骨折治疗仪治疗儿童肱骨髁上骨折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儿童肱骨髁上骨折；手法复位闭合穿针；骨折治疗仪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manipulative reduction close needle combined with fracture
therapeutic apparatus on treating humeral supracondylar fracture in children. Methods: 112 cases of humeral fracture in our hospital in
recent 2 years of treatm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56 cases in each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manual reduction closed needle method, observation group plus fracture treatment,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wo groups of children. Results: The fracture healing and recovery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Manual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fracture closed pinning was effective for treating supraco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 in
children,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upraco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 in children; Manipulative reduction close needle; Fracture treatment apparatu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60
肱骨髁上骨折即肱骨内外髁上方的骨折，多由间接暴力所

间，左侧 51 例，右侧 61 例，伸展型 107 例，屈曲型 5 例，合

致，10 岁以下儿童较为常见，以伸展型肱骨髁上骨折为主，屈

并正中神经损伤 9 例，合并桡神经损伤 1 例，受伤时间 1h～7d

曲型肱骨髁上骨折较为少见，肱骨髁上骨折常并发 Volkman 缺

不等，患儿均为闭合性骨折。主要表现为肘关节的肿胀、畸形、

血性肌挛缩和肘内翻畸形[1]，因此，一旦骨折，需及时、正确

功能障碍，肱骨髁上压痛阳性，叩击痛阳性，可触及骨擦感、

的治疗。肱骨髁上骨折的治疗方法主要有：皮牵引法、骨牵引

闻及骨擦音，有异常活动，肘关节正侧位 X 线可见肱骨髁上骨

[2]

支架疗法、单纯手法整复法、手法闭合复位穿针固定法 和切

皮质连续性中断，断端错位明显。

开复位内固定法。而前三种方法对骨折固定稳定性较差，易发

1.2 诊断标准

生骨折再次错位，而切开复位内固定法则过多损伤患儿骨骺及

根据中华医学会《临床诊疗指南-骨科分册》
，肱骨髁上骨

骨膜，影响骨折愈合与患儿发育，手法闭合复位穿针固定法既

折的诊断标准[3]，结合临床症状体征及 X 线可明确诊断。

可以减少对患儿骨骺及骨膜的损伤，方法简单，且固定相对稳

1.3 总体治疗方案

定，术后不易再次错位，因而被广泛应用。但骨折固定后长期

将上述 112 例患儿随机分配到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6

针尾留于皮外，感染几率大，且患儿因针道影响，不能早期主

例。所有患儿均采用骨折手法整复闭合穿针固定，术后分三期

动功能锻炼，因此如何尽快使骨折临床愈合，以便拔除克氏针

（初期、中期、晚期）进行中西医结合用药，观察组在采用上

减少针道感染几率，利于早期进行功能恢复锻炼成为临床研究

述方法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骨折治疗仪进行治疗。在治疗的同

的热点。

时，密切观察两组患儿的病情变化，并对患儿骨折愈合时间、

1

临床资料和治疗方案

恢复情况及 X 线变化做详细记录，出院后随访 1 年。
1.4 具体治疗方法

我院对 112 例儿童肱骨髁上骨折进行治疗，其中 56 例患

1.4.1 骨折手法整复闭合穿针内固定术：根据患儿的配合程度

儿在治疗过程中加用骨折治疗仪进行辅助治疗，治疗后发现，

及年龄选择麻醉方法，年龄较小不配合的患儿进行全麻，年龄

手法复位闭合穿针结合骨折治疗仪对治疗儿童肱骨髁上骨折

较大并愿配合的患儿选择臂丛阻滞麻醉，麻醉显效后先行手法

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整复：伸展型复位方法为两助手分别握住患儿的上臂和前臂，

1.1 临床资料

做拔伸牵引，术者双手挤压远端及近端，纠正骨折重叠移位后

在 112 例患儿中，男 65 例，女 47 例，年龄在 2～10 岁之

再纠正肘关节内翻及桡偏尺偏，两拇指从肘后向前推骨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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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其余 4 指握紧骨折近端并向后拉，并用捺正手法防止侧方

外上髁沿垂直骨折线方向交叉打入克氏针固定，克氏针必须穿

移位，一助手边牵引边屈曲肘关节，直到感觉到有骨折复位的

过对侧骨皮质，C 型臂透视满意后将针尾剪短留于皮外，石膏

骨擦感为止，屈曲型复位方法则相反。C 型臂透视见复位情况

托呈休息位固定（肘关节屈曲 120°左右）
，术后 4 周左右复查

良好后助手维持复位后的位置，术者根据骨折情况从肱骨外上

拍片，根据愈合情况拔除克氏针。术前、术中、术后相关影像

髁沿垂直骨折线方向交叉打入两枚克氏针[4]，或分别从肱骨内

资料见下图。

术前 X 线片

术中照相

术后 X 线正位片

X 线侧位片

术后感染：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75g 入 0.9%氯化钠注射液 100ml

1.4.3 骨折治疗仪治疗：观察组 56 例患儿术后开始使用，0.5h/次，
2 次/d，治疗 2 周以上。

静脉滴注 2 次/d；②消肿：注射用 β-七叶皂苷钠 5mg 入 0.9%

2

氯化钠注射液 100ml 静脉滴注 1 次/d；③活血祛瘀：活血止

对两组患儿治疗并随访后统计，见表 1，患儿骨折全部愈
合，治疗过程中未出现 Volkman 缺血性肌挛缩，骨折愈合后均

1.4.2 术后三期中西医结合用药：骨折初期（1～2 周）
：①预防

痛汤、合营止痛汤口服。骨折中期（3～6 周）：中期主要治
疗为接骨续筋，骨肽注射液 10ml 入 0.9%氯化钠注射液 150ml
静脉滴注 1 次/d 或骨肽片 0.3g 口服 3 次/d，同时，口服新伤
续断汤或桃红四物汤。骨折后期（7 周以后）①补气血、补
肝肾，口服八珍汤或生血补髓汤；②功能恢复锻炼：中药熏
洗肘关节，松解肘关节周围组织，缓解因功能锻炼带来的疼
痛。

结

果

未发现明显的肘内翻畸形，神经损伤症状均消失。观察组达到
临床骨折愈合时间为 2.5 周～3.5 周，平均 3.1 周，对照组时间
为 3 周～7 周，平均 4.8 周，观察组患儿有 52 例在半年内功能
基本恢复正常，其余在半年后逐渐恢复正常，对照组有 48 例
在半年内功能基本恢复正常，1 年后仍有 2 例功能恢复不理想，
可见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骨折愈合时间与康复情况对比（P<0.05）

3

讨

组别

n

骨折愈合时间（周）

半年功能恢复情况

1 年功能恢复情况

住院时间（周）

观察组

56

2.5～3.5（平均 3.1）

52（92.86%）

56（100%）

2～6（平均 3.1）

对照组

56

3～7（平均 4.8）

48（85.71%）

54（96.43%）

3～7.5（平均 4）

论

儿童肱骨髁上骨折治疗方法多样，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

单纯手法整复夹板固定或皮牵引、骨牵引固定不牢固，易造成
骨折再次甚至多次错位，且紧密的包扎对肘部的血液循环影响
较大，不利于肘部的消肿和血运，增加了缺血性肌挛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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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愿行切开复位的患者；②骨骺未闭的患儿；③单纯肱骨髁

疗，治疗后根据统计可看出，观察组通过运用骨折手法整复闭
合穿针与骨折治疗仪相结合的方法，患儿的骨折愈合速度和功
能恢复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因此，手法整复闭合交叉穿针法
与骨折治疗仪治疗儿童肱骨髁上骨折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
大力推广。

上骨折患者，骨折线未穿过关节面，肱骨髁上严重粉碎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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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技术之药熨法的临床应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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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护理技术中药熨法，有活血行气、散热止痛、温经通络、祛瘀消肿[1]等作用，该法具有操作简便、安全、无
毒副作用、费用低廉、病人感觉舒适而易于接受、极易推广等优点，因此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关键词】 烫熨法；中医护理技术
【Abstract】 TCM nursing technology Tangyun method have functions with Huoxue Xingqi, Sanre Zhitong, Wenjing Tongluo, Quyu
Xiaozhong, this method is simple, safe, non-toxic side effects, low cost, the patient feels comfortable and easy to accept, easy promotion,
etc. And has broad market prospects.
【Keywords】 Tangyun method; TCM nurs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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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护理技术是中
医护理的特色所在。古代的医家不但具备医师的功能还兼具护
理的工作，所以按这个定义来算中医护理技术操作已经具有了
三千多年的历史[2]，而药熨法就是其中一种极为古老、实用、
安全有效、历经长久而应用不衰的护理方法。该法具有操作简
便、安全、无毒副作用、费用低廉、病人感觉舒适而易于接受、
极易推广等优点，因此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本文就近年来有
关中药熨临床应用进行回顾和探讨。
1

药熨的作用

药熨法在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思想指导下，临证进行
合理选择、灵活运用的一种护理方法。药熨法利用温热及具有
穿透作用的如芳香类酒类等药物作用将药效通过体表毛窍透
入经络、血脉，从而达到活血行气、散热止痛、温经通络、祛
瘀消肿等作用。热力的刺激可以调整局部气血的循环，而温热
刺激配合辛香味的药物外敷必然增加了药物的功效，使中药药
效在温热环境中更易于吸收，从而增强了药物的作用，热熨于
穴位上不但刺激了穴位本身，激发了经气，而药效进入穴位经

络后更是调动了经脉的功能使之更好地发挥调和血气、平衡阴
阳的整体作用。结合现代科技研究，有临床报道[3]证实药熨法
通过温热的刺激特别是药物之功，可以促进局部组织的血液、
淋巴循环，改善其营养及全身机能，促进炎症及水肿的吸收，
增强细胞的吞噬作用；改善组织粘连，能松弛骨骼肌，具有明
显解疼止痛作用；能减少神经末稍致痛物质的释放，阻滞传导
神经的传导，抑制有害反射中枢调节作用。所以药熨法作用于
人体主要表现的是一种综合作用，是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
互补充、共同发挥的整体治疗作用。
2

药熨法的工具制作

目前临床上应用的药熨法一般是将浸泡好的药物装入中
药药熨袋中，再采用微波炉加热制备，取出放置合适温度一般
是 50℃左右即可使用。
3

药熨技术在临床常见病中的应用

3.1 中风偏瘫
中风病是由于正气亏虚，饮食、情志、劳倦内伤等引起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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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乱，产生风、火、痰、瘀，导致脑脉痹阻或血溢脑脉之外为基
本病机，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言语謇涩或不语、
偏身麻木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证。临床上有中经络和中脏腑之分，
药熨技术介入护理一般为中经络后引起偏瘫或肢体痉挛，中经络
主要有四个证型：风痰瘀血，痹阻脉络；肝阳暴亢，风火上扰；
痰热腑实，风痰上扰；气虚血瘀；药熨护理也是要进行辨证护理，
临床上主要根据四个证型来选择中药进行药熨：吴茱萸、白芥子
辛温，大热，有散结止痛、行气止痛、祛痰利气、温中降逆之功；
川芎行气活血；杜仲、牛膝强腰健骨；伸筋藤舒筋活络；苏子、
莱菔子下气消痰 ，利气宽肠等。通过药力与热力的协同作用，缓
解了偏瘫后引起的肌肉疼痛和痉挛，促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从
而改善局部营养[4]；改善血液循环后可以增强代谢，降低痛觉神
经的兴奋性 ，加速致痛物质的运转[5]。药熨可以活血化淤、通经
活络[6]。宋小娟等[7]使用中药药熨护理早期中风促进康复，药物选
择丹参、红花、川芎、赤芍等，穴位选取外关、合谷、曲池、手
三里、解溪、昆仑、足三里、阳陵泉、环跳等。3 周后进行肢体
功能评定。结果证明药熨护理对中风患者的肢体康复具有明显疗
效。梁冰莲，邓丽兴，张清莲[8]等通过将 108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每组各 54 例，对照组患者按脑卒中常
规治疗和偏瘫肢体康复护理，干预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药
熨配合中医推拿康复护理。4 周后观察两组患者偏瘫肢体康复效
果。结果对照组患者偏瘫肢体康复总有效率为 70.4%，干预组为
94.4%，两组比较，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药熨配合
中医推拿可有效促进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恢复。药熨护理可
促进中风患者的肌力和运动功能、步行能力加快恢复，改善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9]，甚至可以早日重返社会[10]或者
回归家庭，减轻家庭及社会的负担。
3.2 腰腿痛
腰腿痛在临床上极其常见，其病因多种多样，以损伤[11]及
腰椎间盘突出症最为常见。 其病因一般有肾精亏损、风寒湿邪
侵袭、气血淤滞等。主要表现为腰腿麻木、屈伸不利、疼痛、
肌肉酸胀沉重[12]。治疗以祛风散寒除湿、活血化淤、行气、补肝
肾、温经通络止痛[13]立法。常用于作腰腿痛药熨法护理的中药有：
威灵仙、当归、川乌、草乌、独活、秦艽、细辛、海风藤、樟
脑、透骨草、红花、丹参、川芎、乳香、羌活、木瓜、黄柏、
牛膝、杜仲、骨碎补等。通过药力与热力的协同作用，缓解肌肉
疼痛和痉挛，减轻炎性水肿和组织缺氧，加速致痛物质的运转[14]。
鲍杰[15]使用中药熨烫后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药物主要为川
乌、伸筋草、桂枝、续断等，结果总有效率 96%。钟杰琴等[16]药
熨加腰椎电动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部予五籽散（紫苏子、
白芥子、吴茱萸等）药熨治疗，治疗 3 周后进行疗效评价。结果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封志英等[17]运用中药熨配合牵引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治愈好转率达 97.2%。许学猛[18]五籽散药熨
加局部封闭治疗脊神经后支综合征，治疗 1 个疗程均能取得满意
效果，随访极少复发，优良率 89.7%。
3.3 颈椎病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是由于损伤或颈椎及其椎间盘、椎
周筋肉退变引起的脊柱平衡失调，挤压颈部血管、交感神经、脊
神经根和脊髓等，产生颈、肩、背、上肢、头、胸、部疼痛及其
它症状，甚至合并肢体功能丧失等。是一种中年以上年龄的慢性
疾病。何育风等[19]推拿结合药熨治疗颈椎病，总有效率为 92.50%。
3.4 关节炎
药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吴少鹏等[20]注射配合中药药熨治

-109疗退行性膝关节病，优良率为 91.43%，是临床治疗退行性膝关
节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3.5 其他疾病
如针灸推拿配合药熨治疗原发性痛经，药熨治疗胁痛，药
熨治疗慢性胃炎、肠炎等等均取得非常明显的临床疗效。
4

小

结

药熨护理技术作为一种传统医学方法，是借热力将药经皮
肤渗入体内，刺激肌肤，开启腠理，疏通经络，使药力直达病所
而起作用。药熨治疗具有使用器具简单，操作方便，适用范围广，
见效快的特点，因而具有广阔的前景，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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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中医药治法及其应用的研究
The research of TCM treatment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on treating VBI
苏振华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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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对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病因病机分类研究，综述不同病机的中医药治疗研究现状。

【关键词】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中医药治疗；综述
【Abstract】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of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VBI, review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CM treatment and
research on the VBI.
【Keywords】 VBI; TCM treatment;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62
现代医学认为[1]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VBI）即发生于椎

闭心窍，火郁成邪，发为眩晕，故治宜行血清经，散其瘀结，

基底动脉供血系统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导致供血区突然出现

则眩晕可愈。可惜未能引起后学者的足够重视，仅论及外伤血

短暂的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一般症状在 5min 内即达高峰（通

瘀致眩之一说。

常在 2min 内）
，一次发作持续 5～20min，最长不超过 24h，但

近代国医大师张学文[2]认为眩晕是多种病机兼夹出现，并

可反复发作。这种病症的发生多是各种原因影响了血液循环，

以瘀居多，因瘀血不去，新血难生，且瘀阻脉道，致清窍失养

最终导致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临床多见眩晕，恶心呕吐，步

而引起眩晕。

行不稳，肢体震颤，或视力模糊，或眼睛颤动，语言不利。它

1.2 治法应用

多发生在伏案工作时间长的人身上，如教师、编辑等，由于长

周晓东[3]随机选取 46 例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患者使用川

期伏案工作，很少运动，引起脑血管弹性减退以及粥样硬化的

芎嗪注射液和血栓通注射液联合用药静滴并随时观察疗效。川

改变，一般以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多发，由于科技的发展电

芎嗪注射液和血栓通注射液联合用药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

脑走进千家万户，许多年轻人因长时间使用电脑，加上饮食结

足有效疗程一般为 1 周左右。
何智泉等血府逐瘀颗粒[4]能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流量，

构不科学，高脂肪高蛋白摄入过多，致使“椎基底动脉供血不
足”病症患者年轻化。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环境的改变，

降低血黏度，改善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为临床治疗该病的有

本病的发病率逐年提高和发病人群的年龄范围逐渐扩大，愈来

效药物。
张洪雷等[5]采用复方丹参滴丸对照西比灵；结果两组综合

愈受到医学界的重视。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VBI）系中医“眩晕”病范畴。祖

疗效相近，治疗组治疗后“转颈试验”结果优于对照组。
灯盏细辛注射液[6]、川芎嗪注射液[7-8]、舒血宁注射液[9]、

国医学对眩晕的认识源远流长，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就
有论述，云：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
《灵枢•口问》有“故上
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眩”，
属因虚致眩。汉代张仲景对眩晕一症未有专论，但却阐述了眩
晕的辨证论治，如少阳眩晕，阳明腑实之眩晕，少阴阳虚水泛
之眩晕，痰饮眩晕。朱丹溪则以痰饮立论，曰“无痰不作眩”。

红花注射液[10]对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均有明显的效果。
2

从痰论治的研究

2.1 病因病机
《金匮要略》
：
“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
，
《血证论•痛》

现又有“无瘀不作眩”的理论。可见本病病机归纳起来，不外

也指出“痰气上攻，头目沉重昏花，兀兀欲吐，首如裹物。”

乎虚、风、痰、火、瘀五个方面，病位在脑，病变涉及肝、脾、

元代朱丹溪认为“无痰则不作眩”
，其在《丹溪心法》中说：
“头

肾。下面就以病机分类分别论述不同病机的研究现状。

眩挟气并火，治痰为主，挟补气药及降火药。无痰则不作眩，

1

从瘀论治的研究

1.1 病因病机

痰因火动；以有痰湿者。”近代苏谨[11]认为，痰浊上蒙清窍是
眩晕的重要病机之一，主张从痰论治眩晕。
2.2 治法应用

从宋代杨仁斋开始，其在《直指方》中首倡“瘀滞不行，

常红[12]将全部病例 106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54 例和对照组

皆能眩晕”。此后直到明清时期，明代虞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

52 例。均口服拜阿斯匹灵、静滴尼莫同为基础治疗。治疗组为

上，在其《医学正传》曰：“外有因坠损而眩运者，心中有死

基础治疗+化痰定眩方汤剂（化痰定眩方药物组成：黄连、瓜

血迷闭心窍而然，是宜行血清经，以散其淤结。”提出“血瘀

蒌、半夏、陈皮、泽泻、葛根、天麻）。对照组：基础治疗十

致眩”之论，认为多种因素导致血瘀不行，瘀血停聚胸中，迷

西药盐酸培他啶，结果二者总有效率相当，但是痰热症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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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清阳之位，即见眩晕发生。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风病诸

张东生[13]等将两组均予常规对症支持治疗，治疗组加用半

候•风头眩候》认为“风头眩者，由气血虚，风邪入脑”致眩，

夏白术天麻汤（半夏、白术、天麻、橘红、茯苓等）加味治疗

《证治汇补》云：
“眩晕生于血虚”等。

本病 39 例，对照组加用养血清脑颗粒治疗 36 例。结果：治疗

5.2 治法应用
魏立仁[21]予益气化痰方（黄芪、半夏、陈皮、自术、茯苓、

组总有效率 97%，对照组 83%（P<0.05）
。
3

川芎、天麻、石菖蒲、地龙、山楂）；对照口服尼莫地平片，

从风论治的研究

两组基础治疗相同，治疗 4 周。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

3.1 病因病机

组。且血脂、血流动力学指标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庄慧魁[22]

肝为风木之脏，主动主升。忧郁恼怒，可致肝气失调，气
郁化火，肝阳上亢，肝风内动，上扰清窍，发为眩晕，
《素问•

运用益气活血通络法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疗效明显优于
对照组。

至真要大论》就有论述，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沈氏

莫艳芳[23]发现稳心颗粒（成分：党参、黄精、三七、琥珀、

尊生》云：
“眩晕，肝风证也。”《类证治裁》言：
“风依于木，

甘松等）。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尼莫地平片。在改善眩晕

木郁则化风，为眩、为晕”
，
“头为诸阳之会，烦劳伤阳。阳升

症状及改善血流变学、经颅多谱勒各项指标方面，治疗组均明

风动，上扰巅顶。耳目乃清空之窍，风阳旋沸，斯眩晕作焉。”

显优于对照组。

近代医家胡清洲主任医师[14]更有从邪郁化风论治眩晕。

张滨斌等[24] 使用生脉注射液联合灯盏花素注射液对照单

3.2 治法应用

灯盏花素观察到在显效率基本一样的情况下治疗组对中医证

天麻长于平肝息风，天麻素是天麻的主要有效成分，丁玉
平等[15] 发现天麻素注射液能迅速有效地改善椎基底动脉供血
不足的症状。郭风利等[16]采用天麻钩藤饮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

6

从多种病机论治

6.1 痰瘀阻滞

不足疗效确切。
4

候的改善及对脑血流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近代医家王成太等[25]认为本病多由痰浊内蕴、瘀血阻络所

从火论治的研究

致，因痰湿黏滞难去，阻碍气机，影响血液运行，血流缓慢淤

4.1 病因病机

滞，痰瘀互结，阻于脑窍，脑府失养，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而

金代，刘完素主张从“火”立论，提出因火致眩学说。风

发为眩晕。

气甚而头目眩运者，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

许文忠等[26] 发现采用清开灵注射液联合血栓通冻干粉针

生火，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

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能改善脑部血流速度和血液

旋转。

流变学指标，疗效优于单纯血栓通冻干粉针静脉滴注及盐酸倍

《医学六要》及《医学心悟》分别提出痰火、肝火致眩。
[17]

谢昌仁教授认为

老年高血压病以肝肾阴亏为本，风阳痰

火上扰为标，标本互为因果，兼夹为患，造成人体阴阳失调，

他司汀注射液静脉滴注。荣培红[27]用活血化痰汤（川芎、丹参、
桃仁、红花、半夏、白术、陈皮等）和黄立新等[28]用醒脑静注
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均有效。

形成阴虚阳亢、下虚上实的病理改变。治疗应重在平肝化痰，

李琰等[29]应用中药滇白珠糖浆以祛湿化痰、活血化瘀为主

平其亢盛之肝阳，清其内扰之痰热，若酌加通腑之品，使其大

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以 14d 为 1 个疗程，分别于用

便通畅，积热痰滞得以排泄，收效尤佳。

药前、用药后 7d 和 14d 进行眩晕症状分级评分。经过 1 个疗

4.2 治法应用

程后，50 例患者中痊愈 22 例，显效 20 例，有效 7 例。提示滇

葛根具有清热降火排毒作用。黄亚军[18]将治疗组采用葛根

白珠糖浆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疗效与病程显著

素萄萄糖注射液，对照组采用维脑路通注射液观察显示葛根素

相关，对发病 l～7d 者疗效明显。

萄萄糖注射液疗效优于维脑路通注射液组。孙慧茹，杨庆有[19]

6.2 气阴两虚，痰瘀阻滞

也同样发现葛根素葡萄糖注射液可以改善椎基底动脉供血不
足。

李振生[30] 认为老年人多气阴两虚，偏于气虚者则推动无
力，血行不畅而生血瘀，气虚脾弱脾失健运则痰浊内生，日久

[20]

痰浊瘀血阻滞脉络而致脑供血不足而发病。偏于阴虚者则阴血

用苦碟子注射液与丹参注射液对比治疗后得出苦碟子注射液

不足，血流不畅，血行涩滞而生瘀血，血停则水停，水停则化

降低血脂，使脑血管阻力显著降低，从而增加脑血流量，改善

生痰浊，痰浊瘀血阻滞脉络而发病。二者虽起因不同但殊途同

微循环及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功能，其疗效优于丹参注射

归，最终成为痰瘀而危害机体。

苦碟子清热解毒，凉血，消痈排脓，祛瘀止痛。余明等

液，且无明显副反应，是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有效药物。
5

从虚论治的研究

5.1 病因病机

姚莉萍[31]对 56 例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患者运用益气养阴
化痰泻浊法（黄芪、党参、山茱萸、玉竹、杜仲、当归、生地、
茯苓、半夏、礞石、泽泻、红花、牛膝、葛根、炙甘草）治疗。
结果显示明显有效。

《景岳全书•眩晕》中有“眩晕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

郭长学等[32]采用补气养阴、活血化痰法，给予 40 例口服

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的记载，其特色在于均从中土

中药（川芍、当归、黄芪、人参、麦冬、五味子、熟地黄、山

脾胃入手，认为脾胃气虚，运化失司，使痰饮形成，浊痰上犯

药、山茱萸、生地黄、丹参、半夏、白术、天麻、甘草）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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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0 例口服尼莫地平片。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胡水勋等[33]采用自拟益气通络饮（黄芪、党参、炙升麻、

[11]苏谨.从痰论治眩晕治验[J].光明中医,2010,25(4)
[12]常红.化痰定眩方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临床研究[D].2006

葛根、红花、毛冬青、田七、地龙、丹参、僵蚕、胆南星、甘

[13]张东生,张广洲.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味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39 例[J].

草）对照采用尼莫同片口服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

陕西中医,2012,33(2)

高于对照组；两组治疗前后 TCD 血流速度比较治疗组明显优

[14]胡胜根.胡清洲主任医师从邪郁化风论治眩晕经验[J].中医研究,2011,

于对照组；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比较治疗组较对

24(1)

照组有效。

[15]丁玉平,赵蕾.天麻素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60 例疗效观察[J].

7

结

论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半月刊,2009,11(13):2
[16]郭风利,张宾.天麻钩藤饮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疗效观察[J].按摩

临床上椎-基底动脉缺血性眩晕多“风、火、痰、虚、瘀”

与康复医学:中旬刊,2011,2(2)

夹杂致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虚中有实，病机复杂。在病

[17]施明,张钟爱,骆天炯,等.中西药联合治疗肝阳痰火型老年高血压病 60 例

机上越来越多医者认为其病本虚标实，本虚在于肝脾肾，标实

临床研究[J].江苏中医药,2011,43(4)

以肝阳、肝风、瘀血、痰浊为多见，而病日久可导致痰阻脉络、

[18]黄亚军.葛根素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临床探讨[J].

气滞血瘀之证。痰、瘀既是疾病发展的病理产物，又是直接导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2010,10(4)

致眩晕的直接原因。故在治疗上当优先考虑痰瘀同治，同时兼

[19]孙慧茹,杨庆有.葛根素葡萄糖注射液对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患者脑血流

顾扶正。这样标本兼治，具有见效快、疗效好，复发率低，无

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的影响[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2,10(1)

副作用的优点。

[20]余明,付明.苦碟子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患者 TCD､血液流变

中药针剂可辨证联合应用，如张滨斌等[24]用生脉注射液联

学观察[A].第六次全国中西医结合神经科学术会议论文集,2007

合灯盏花素注射液以益气养阴活血，又如许文忠等[26]采用清开

[21]魏立仁,胡国恒.益气化痰方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病气虚痰阻证的

灵注射液联合血栓通冻干粉针以痰瘀同治。此外，同类型活血

临床观察[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0(9)

化瘀针剂联合应用可缩短疗程。如周晓东[3]用川芎嗪注射液和

[22]庄慧魁.参芪四虫汤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 30 例[J].中国中医

血栓通注射液联合用药显示有效疗程 1 周左右。

药现代远程教育,2011(16)

8

[23]莫艳芳,贺俭.稳心颗粒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J].辽宁中医杂

发展趋势

志,2004,31(12):2

中医药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由单纯的从“风、火、痰、
瘀、虚”单病机论治到目前多病机综合治疗发展。
针剂由单一的活血化瘀到目前痰瘀同治或益气养阴活血
的针剂联合应用发展。
参考文献：
[1]余宗颐.神经内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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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临床研究进展
Clinical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 by acupuncture
周志奇 1 李盈盈 2
（1.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2.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2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2-0113-02

【摘 要】 近年来，针灸对原发性痛经的临床研究日益广泛，其方法多，疗效好，痛苦小，见效快，操作简单，止痛效果好。
但在研究方法以及疗效观察等方面仍存在不足，现将近年来针灸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临床研究综述如下。
【关键词】 针灸；原发性痛经；综述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linical research of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 by acupunctur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it has
many methods with more effective, less painful, quicker effect, simple operation, and more effevt to relieve pain. But there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research methods and efficacy aspects. Now the clinical studies of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 by acupuncture are
summarized below.
【Keywords】 Acupuncture; Primary dysmenorrhea;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63
妇女在月经前后或月经中发生周期性小腹疼痛或痛引腰

对于痛经持续时间在 1d 左右或更长的患者，针刺频次以每天

骶，甚至剧痛晕厥者，称为痛经。本病以青年妇女多见，临床

针刺 2 次为宜。

常分为原发性与继发性痛经两类，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原发性痛

2

经在病中较常见。近年来原发性痛经的发病年龄呈下降趋势而
其发病率反为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女性的生活与工作质量。
而中医针灸治疗该病具有疗效好毒副作用少的特点，现将有关
资料概述如下。
1

灸

法

灸法以其温经、散寒、通络，在临床寒证、痹症的治疗中
、子宫Ⅱ穴
广为使用。潘兴芳等[7]取子宫Ⅰ穴（中极旁开三寸）
（中极旁开 1.5 寸）
，于经期前进行施灸，每穴各灸 10min，1
次/d，直至月经结束。每个经期为 1 个疗程，连续艾灸 3 个疗
程，治疗 30 例，治愈 5 例，好转 19 例，未愈 6 例。王兆静[8]

针刺治疗
）
刘永久[1]等用上髎、次髎、中髎、下髎（简称“髎四针”

为主要治疗痛经 65 例，其中原发性患者 49 例。气滞血瘀型加
太冲，寒凝湿滞加水道，气血不足加脾俞，总有效率 93%。朱
英[2]以次髎、三阴交作为主穴，寒湿凝滞型加命门；气滞血瘀
型加太冲，阳陵泉；肾气虚型加肾俞。连续治疗 3 个周期，治
疗 65 例，治愈 45 例，好转 16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3.8%。
管建红[3]风池、关元、合谷、血海、足三里、地机、三阴交、
太冲作为主穴，气滞血瘀型加中级、归来、膈俞；寒湿凝滞加

用艾炷灸地机穴治疗，待患者自感疼痛减轻再灸 5 壮以巩固疗
效。本法可使艾灸的温热作用直达深部，以助阳祛寒，温通血
脉，起到温经逐瘀通脾阳的作用。邓秋妹[9]用壮医药线点灸疗
法辨证治疗青春期痛经，于经前 1～2d 开始施灸，1 次/d，至
经净停止。主穴：下关梅、三阴交、太冲。下关梅以关元下 5
寸为中点，旁开 1 寸，上下左右共 4 穴。实证加合谷、中极、
次髎、地机；虚证加气冲、肾俞、足三里；虚实夹杂加血海、
行间、肾俞、足三里，总有效率 96.1%。

中脘、阴陵泉；肝郁湿热加阳陵泉、行间、水道；气血亏虚加

3

脾俞、气海；肝肾不足加肝俞、肾俞。经过 1～3 个疗程，治

3.1 拔罐疗法

其他疗法

疗 36 例，治愈 28 例，显著好转 7 例，好转 1 例。张森等 观

刘彩岚[10]拔罐中极、血海治疗本病，用转火法施术。葛书

察 60 例患者，观察组取脾俞、肝俞、肾俞、中极、天枢、关

翰等[11]用针刺配合拔火罐治疗原发性痛经 98 例。主穴：关元

元、百会，先刺背俞穴得气后起针，再刺腹募及百会。常规针

俞；配穴：三阴交、关元。实证配三阴交，虚证配关元，总有

刺组取气海、三阴交、地机、关元、足三里、太冲、合谷，得

效率 94.9%。

气后施平补平泻法。用药组口服消炎痛片 25mg/次，3 次/d。三

3.2 耳穴疗法

[4]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100%、91.7%、90%，说明俞募通经法是治

王民集等[12]用耳针治疗原发性痛经，取内生殖器、交感、

疗原发性痛经较为理想的途径。陈仲新 [5] 将原发性痛经患者

内分泌、神门为主穴；随证配穴：寒湿凝滞者配艇中（灸）、

152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76 例、取关元、三阴交（双侧）
、地机

脾（灸）；气滞血瘀者配肝、耳中；肝肾不足者配肝、肾；气

（双侧）
，用烧山火手法；对照组 76 例，取穴同治疗组，用提

血不足配脾、胃。操作方法：选用毫针备用，用耳穴探针探出

插平补平泻手法。治疗组总有效率 96.05%，对照组总有效率

内生殖器、交感、内分泌、神门等穴最敏感点，将耳郭皮肤以

[6]

81.58%，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陈少宗 等采用单刺十

75%酒精酒精棉签常规消毒，然后右手持针斜刺快速进针 3～

七椎治疗原发性痛经，方法：单刺十七椎后留针 30min，结果

5mm 深左右，得气后平补平泻手法，留针 30min 或 60min，每

单独针刺十七椎，留针 30min 的止痛作用优于留针短于 30min

10min 行针 1 次。每次治疗于月经前 1 周开始，两耳交替针治，

的止痛效果，针刺十七椎时，留针 30min 条件下的半衰期较短，

10d 为 1 个疗程。张振宇[13]耳穴贴压，寒湿凝滞型取子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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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分泌、皮质下、卵巢、交感、神门；气血瘀滞型取子宫、交感、

痛苦小，见效快，操作简单，止痛效果较好。但在其疗效观察

皮质下、卵巢、脾、肝；气血两亏型取子宫、肾、肝、内分泌、

上，总的来说，病例数较少，样本小，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

交感、神门、心。将王不留行籽贴压在所取穴位上，经前周开

该病缺乏统一的客观量化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价体系。在研究方

始耳穴贴压，1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40 例：痊愈 15 例，好转

法上，尚未有报道严格按照随机、对照、盲法的原则来进行研

24 例，无效 1 例，有效率为 97.5%。

究，也无统一的诊疗标准。因此，今后应统一标准，采用公认、

3.3 针药并用

客观、科学的方法，做到科学、严谨的设计，以最终提高临床

[14]

谢珍

采用针药并用的方法，于经前 3d 嘱病人开始服用

活血温经汤，于经期去足三里、三阴交、子宫、关元、气海、
中极为主穴，实证加太冲、地机，温针灸。126 例病人中：痊

疗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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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3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65 例，口服少腹逐瘀汤配合针

刺气海、中极、足三里、三阴交、子宫；对照组 65 例，以消

[3]管建红.针灸治疗痛经 36 例临床观察[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0,

炎痛片口服。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95.38%，优于对照组。

44(2):139-140

[16]

韩延华等

采用中药配合针灸治疗原发性痛经，将患者随机分

[4]张森,孙申田.俞募通经法治疗原发性痛经 32 例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药

为治疗组 42 例，对照组 36 例，治疗组内服温饱止痛饮（小茴

科技,2003,10(6):322-323

香、炮姜、延胡索、桂枝、怀牛膝、香附等），针刺三阴交、

[5]陈仲新.烧山火手法治疗原发性痛经 76 例[J].陕西中医,2008,29(7):874-875

足三里、太溪等，对照组口服布洛芬，结果治疗组有效率 95.2%，

[6]陈少宗,侯文静,张秉芬,等.单刺十七椎对原发性痛经患者止痛作用时效规

对照组 77.8%，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律的观察[J].上海针灸杂志,2009,28(12):689-690

3.4 针灸配合推拿

[7]潘兴芳,黎波.艾灸子宫Ⅰ穴、子宫Ⅱ穴治疗原发性痛经 30 例[J].上海针灸

郭爱松等[17]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针刺主穴：
人中、委中、腰阳关，配以辨证取穴和整脊手法，根据病情以
[18]

腰部震法、斜扳法结束治疗。总有效率 93.3%。刘世荣

采用

杂志,2004,23(8):27
[8]王兆静.艾灸地机穴治疗原发性痛经[J].针灸临床杂志,2003,19(6):48
[9]邓秋妹.壮医药线点灸治疗痛经 102 例临床观察[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

先推拿，再针刺气海、关元、归来、血海、三阴交、太冲，留

志,1995,1(2):16-17

针 15min，痊愈 48 例，显效 9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5%。

[10]刘彩.拔罐中极、血海穴治疗原发性痛经 92 例[J].陕西中医,1995,16(8):364

殷虹才

[19]

取足三里、三阴交、关元、气海、中极，直刺留针

[11]葛书翰,葛继魁，唐明鑫等.针刺配合拔罐治疗原发性痛经 98 例疗效观察

10min，并嘱患者自我按摩，总有效率 95.9%。

[J].中国针灸,1999,6(12):725-726

3.5 穴位贴敷

[12]王民集,张磊.耳针治疗原发性痛经 88 例[J].光明中医,2011,26(6):1198

[20]

[13]张振宇.针灸配合耳穴贴压治疗痛经 40 例[J].河南中医,2003,23(4):51

王瑞霞 把 201 例病人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单用失笑贴外
敷治疗，贴敷神阙、关元穴上，外用纱布固定，同时局部加热

[14]谢珍.活血温经汤配合温针灸治疗痛经[J].山东中医杂志,2004,23(2):87

10min；对照组用元胡止痛片、氟灭酸、阿托品，两组均以治疗

[15]张晓华,方如丹.少腹逐瘀汤合针灸治疗痛经 65 例临床观察[J].黑龙江中

3d 为 1 个疗程。
治疗组总有效率 91.53%，
对照组总有效率 85.54%。

医药,2004,16(3):39-41

[21]

周丽蓉 让患者于每次月经前或经期自觉有腹痛感觉是，将腹舒

[16]韩延华,张占波,刘淑君.中药配合针灸治疗原发性痛经 42 例[J].陕西中

贴一片贴敷于脐部（神阙穴）
，每次月经周期用 1～2 贴，3 个月

医,2007,28(7):809-810

经周期为 1 个疗程。结果显示，有效率为 94.17%。

[17]郭爱松,孟庆宜.针灸结合整脊手法治疗原发性痛经 30 例[J].南京中医药

3.6 穴位注射

大学学报,2004,20(9):316-317

刘兴东[22]穴位注射治疗非器质性顽固性痛经 39 例。取穴：地
机、次髎、肝俞、肾俞。每穴注射 10%当归注射液 1ml，总有效
[23]

[18]刘世荣.推拿治疗原发性痛经 60 例[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4(1):34-35
[19]殷虹才.针灸按摩治疗原发性痛经[J].医药论坛杂志,2003,8(4):56

率为 94.9%。沈红云 等用穴位注射配合辨证针灸治疗原发性痛

[20]王瑞霞.失笑贴外治痛经 118 例[J].中医外治杂志,2002,12(3):14

经 30 例，取穴：十七椎下，此穴位于第五腰椎棘突下凹陷中，以

[21]周丽.腹舒粘敷贴治疗痛经 187 例[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3,37(4):36-37

指压之最痛点处，抽取复方丹参注射液 2ml，刺入穴位约 2cm

[22]刘兴东.穴位注射治疗顽固性痛经 39 例[J].上海针灸杂志,2003,22(10):34

左右，有胀感后，注入约 1ml 药液，其余浸润在穴位周围。刘亚

[23]沈红云,张文兵.穴位注射配合辨证针灸治疗原发性痛经 30 例[J].辽宁中

[24]

丽 用三阴交穴位注射维生素 K3 治疗原发性痛经，取维生素 K3

医学院学报,2005,7(1):59

注射液 8mg，将针快速刺入三阴交穴，轻轻捻转针体，产生酸、

[24]刘亚丽.三阴交穴位注射维生素 K3 治疗原发性痛经临床观察[J].辽宁中

麻、胀或有放射感后，每侧穴位注入药液 4mg，与针刺三阴交穴

医杂志,2005,32(11):1185-1186

及口服芬必得作对照，发现穴位注射组较单纯针刺组疗效显著，

[25]赵文洁,翁健儿,俞瑾.穴位注射维生素 K3 治疗盆腔痛的临床观察[J].中国

维生素 K3 可用于止血、镇痛，可以拮抗前列腺素 F2a 对子宫肌的

针灸,2000,20(7):293

[25]

（双）
强收缩作用，
在短时间内止痛效果明显。
赵文洁等 取三阴交
注射维生素 K3，每穴 4mg，总有效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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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combinatio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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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骨科常见病、多发病；本病的治疗过程中，方法颇多，医生必须熟练地掌握精巧的手法等
多种技能，需要辨证施治，因人而异。首先要绝对卧床休息、药物治疗、物理治疗，配合中药熏蒸、腰椎牵引、手法复位、骶管
封闭及功能锻炼等方法，运用综合疗法治疗，可以促进突出的推间盘水肿消退，缓解粘连组织，促进代谢产物排除，减轻炎性反
应而缓解疼痛。因而达到标本兼治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综合疗法；研究进展；综述
【Abstract】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s a common disease in clinical,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this disease, many ways, doctors
must be proficient in a variety of sophisticated techniques, need dialectical therapy, first absolute bed rest, medication, physical therapy,
with TCM fumigation, lumbar traction, manual reset, caudal closure and functional training and other methods, combination therapy can
promote inter-plate projecting push edema, relieve adhesions organization that promotes metabolites eliminate or mitigate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relieve pain. Thus to tackling the problem of the treatment effect.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Combination therapy; Research progress;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64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骨科常见病、多发病，是由于腰部

脉失养，不荣则痛，或不通则痛。
《素问·痹论》曰：
“痛者，

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其内髓核连同残存的纤维环和覆盖其上

寒气多也，有寒则痛也”；《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入经而

的后纵韧带向椎管突出，压迫或刺激附近的脊神经根而引起的

稽迟，涩而不行，容于脉外则血少，容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

症状，主要表现为腰腿痛[1]。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带给

然而痛。”可见本症是由经络气血受到寒邪侵犯，使局部血行

患者巨大的痛苦，甚至使有的患者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终身残

减慢，温度下降所致。中医认为多种因素可以引起疼痛，大多

疾。目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种，虽然都有一定

数医家认为产生疼痛的基本病机是“不通则痛”
、
“不荣则痛”；

疗效，但也都有不足之处。因此，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但是，气血运行障碍是其最根本的病因所在。从疼痛的根本病

症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

机可知疼痛的总体治疗原则是“通则不痛”，具体方法有通经

取得诸多进展，综述如下。

止痛、散寒止痛、理气止痛、活血止痛和养血止痛等[3]。

1

3

现代医学的发病机理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由于外伤或椎间盘变性，引起椎间盘的

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很多，如中药、西

髓核或软骨板通过其周围的纤维环对脊髓或神经根造成压迫

药、针灸、牵引、手术、推拿手法、熏蒸等，其疗效各不相同，

的一类疾病。其发病机制目前主要有 3 种认识，一是神经根机

各有千秋；因此，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是对症下药及辨证施

械受压学说；二是化学神经根炎学说；三是自身免疫学说。腰

治，是针对疾病病机特点而用药，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治疗效

椎间盘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退变，椎间盘外展的纤维环退变主

果。谢宝石[4]应用中草药“宝石液”配合离子透入治疗腰椎间

要表现为坚韧程度的降低，并产生一些小的裂隙，这时在外力

盘突出症 88 例。中草药“宝石液”药方与制作，组方：黄芪，

的作用下，可导致椎间盘所承受压力突然升高，致使弹性较差

当归，血龙参，三七，水田七，丹参，鸡血藤，鸡骨香，山苍

的髓核穿过已变得不太坚韧的纤维环从而造成椎间盘突出。突

子，过江龙，黑吹风，碎骨连，骨碎补，乳汁草，五指毛桃，

出的椎间盘压迫经过侧隐窝的脊神经根，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域

箭根薯，牡丹皮，生地黄。制作：用传统中药泡制方法，制成

的麻木，局部因压迫还可产生水肿及无菌性炎症，炎症介质（如

中药液，加适量蜂蜜和和实用乙醇，分装密封贮存。
“宝石液”

[2]

缓激肽、5-羟色胺等）又刺激脊神经根进而产生疼痛 。
2

中医的病因病机

10～50ml，2 次/d 温服；配合“药物离子导入仪”治疗，每次
30～40min，1～2 次/d，10d 为 1 个疗程。结果：88 例患者最
短治愈 7d，最长治愈 5 个疗程。治愈 72 例，治愈率 82%；好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于中医学“腰痛”
、
“痹症”范畴。多由

转 14 例，无效 2 例，治愈加好转为 86 例；总有效率为 97%。

平素体虚，气血不足，感受风寒湿邪，闭阻经络；或因缺仆闪

傅宏伟等[5]应用独活寄生汤为主综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275

挫，损伤经络，致气滞血瘀，气血不足、不能濡养经脉，则经

例，独活寄生汤为主辨证加减，药用独活 15g，桑寄生 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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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秦艽 15g，防风 10g，细辛 3g，当归 10g，白芍 15g，川芎 10g，

卧位，腰椎棘突侧压痛处依次做轻按、滚法、按摩手法；⑥骶

熟地黄 20g，杜仲 15g，怀牛膝 20g，党参 30g，茯苓 12g，肉

管封闭：药物组成：生理盐水 20ml、地塞米松 5ml，维生素

桂 5g，甘草 6g，姜半夏 10g，胆南星 10g，广地龙 10g，蜈蚣

B1200mg、ATP80mg、2%利多卡因 10ml 混合液。每周封闭 1

3 条，全蝎 5g。1 剂/d，水煎，分 2 次口服，7d 为 1 个疗程，

次。以上治疗均 10d 为 1 个疗程。结果治疗 2～3 个疗程后，

治疗 3～5 个疗程。配合基础治疗：①骨盆牵引；②静脉用药

治愈 90 例，好转 37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94.07%。陆军[19]

消炎脱水治疗；③膏药外敷痛点穴位。结果：275 例经 3～5

采用俯卧位间歇牵引加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00 例，治疗

个疗程，平均 4 个疗程。其中治愈 99 例，显效 122 例，好转

方法：俯卧位间歇牵引，患者俯卧于腰椎牵引床上，固定牵引

43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 96%。何本泽[6]应用推拿配合益

绑带，设计牵引方式为间歇式，总时间 25～30min，间歇时间

气活血通络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68 例，药方：川芎 15g，当

1min，牵引时间 5min，总牵引力 20～30kg。牵后休息 10min，

归 15g，黄芪 20g，鸡血藤 30g，丹参 30g 鹿衍草 15g，伸筋草

每日或隔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牵引后配合手法治疗。结

15g，续断 15g，牡蛎 30g，黄柏 10g，延胡索 15g，细辛 6g，

果治愈 90 例，好转 7 例，未愈 3 例，总有效率 97%。刘益善

牛膝 15g，茯苓 16g，千年健 20g，透骨草 15g。1 剂/d，水煎

等[20] 应用脉络宁硬膜外注射配合手法复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服；然后将药渣装入大小适宜的布袋内，热敷腰部，20min/次，

手术后复发患者 70 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各 35 例，

2～3 次/d；推拿疗法，1 次/d。20d 为 1 个疗程。结果：68 例

常规治疗组（常规组）
：治疗包括卧床休息、按摩、腰椎牵引、

中治愈 38 例，好转 27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5.5%。薛兴

腰部理疗、静脉滴注甘露醇等。10～15 次为 1 个疗程；硬膜外

华等 应用药物蒸汽配合牵强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26 例，

注射治疗组（治疗组）：选择适当的脊椎节段为穿刺点，当膜

方法：①药物蒸汽：将自拟舒筋散 20g 放入特定电磁波药物蒸

硬外穿刺成功后，注入脉络宁复合液 60～100ml，注射 30min

汽治疗仪（蒙医五疗灯）
，对准患病部位，熏蒸 30min，2 次/d；

后即行正骨手法复位。本组 35 例，治疗次数 2～6 次（每周进

②牵引：行腰椎牵引 1 周。③推拿：患者平卧位，施行舒筋活

行 1 次）
，平均 4 次。手法复位采用马氏脊柱定点旋转复位手

[7]

络手法，然仰卧位行直脚抬高足膝屈法，旋髋弹腿法及骨盆旋

法[21]。手法每周治疗 1～2 次，共治疗 4～12 次。结果治疗组

转法等，绝对卧床休息 1 周。结果 15 例优，8 例良，2 例可，

有效率、优良率分别为 97.14%、71.43%；明显高于常规治疗

[8]

1 例无效。许书江等 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261
例，治疗方法：①基础治疗方法：急性期绝对卧硬床休息，药
物用甘露醇注射液、七叶皂苷纳针、维生素 B6 针、地塞米松
针、川芎嗪针；②手法治疗：先采用推拿舒筋手法放松腰脊部
肌肉，然后采用冯天有教授的脊柱定点施转复位法。③中药熏
蒸：药用：桃仁 15g，红花 15g，桂枝 15g，当归 15g，川芎 20g，
制川乌 10g，海桐皮 30g，威灵仙 30g，透骨草 30g，细辛 5g。
采用河南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电脑中药熏蒸治
疗机熏蒸，熏蒸温度保持在 42℃左右，每次治疗 30～40min，
1 次/d。④功能锻炼。结果 261 例经 1～3 个疗程治疗，治愈 146
例，显效 68 例，好转 29 例，无效 18 例，总有效率 93.0%。石
[9]

组（77.14%、42.8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王开龙
等[14]采用微波理疗结合推拿治疗 34 例，治疗方法：观察组采
用微波理疗结合推拿治疗。①微波理疗：采用日本进口 MT3D
型号大功率三维微波治疗仪。以连续三维模式进行，微波治疗
仪的微波口正对病变腰椎间盘及显著疼痛部位，治疗时圆形与
鞍形辐射头距治疗部位 8～10cm，选用连续照射，1 次/d，每
部位每次 15min。②推拿治疗。对照组单纯采用推拿治疗。结
果治疗组痊愈 23 例，显效 7 例，好转 2 例，无效 2 例，总有
效率 94.12%；对照组痊愈 8 例，显效 15 例，好转 3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76.47%。
4

针刺治疗

镇东等 治疗 163 例分四组，中药组 41 例，针灸组 40 例。针

采用针刺、火罐、TDP、牵引、腰部功能锻炼多种方法相

灸中药 43 例，对照组 39 例，治疗方法：①内服中药组：以桂

结合综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通过综合治疗可以改善局部血

枝芍药知母汤为主方，处方为：桂枝 12g，炒白芍 9g，灸甘草

液循环，消除炎症水肿、缓解对神经根等组织的压迫，达到减

6g，生姜 3 片，知母 12g，生麻黄 9g，炒白术 12g，炒防风 9g，

压、止痛的效果。韩海俊[15] 采用丛刺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炮附子 6g（先煎）
，水煎服，1 剂/d，7d 为 1 个疗程。②针灸

500 例，治疗方法：让患者俯卧，皮肤常规消毒，用 1.5～2 寸

治疗组：取腰部两组足太阳膀胱经的肾俞、气海俞、大肠俞。

毫针刺入患者脊椎旁 0.5 寸处，针尖倾斜向病灶，一般一处 6

依次选取环跳、承扶、殷门、委中、承山、昆仑等腧穴，以 0.30

针。扎上针后，在主穴毫针柄上接上华佗牌电子针灸治疗仪，

×40.00min 的毫针直刺、平补、平泻法，配合艾条湿灸，隔日

输出量以患者耐受为度，时间每次 30～60min，1 次/d，10 次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③针灸加中药组：以桂枝芍药知母汤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评价疗效。结果痊愈 450 例，显效

为主方，配合上述针灸加艾条温灸，方法同上。④口服西药组：

8 例，无效 42 例。治疗次数最少 3 次，最多 20 次。何林宜等[16]

布洛芬 200～400mg，3 次/d。各组治疗时间为 30d。结果中药

应用针灸推拿配合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50 例，随机分为

组总有效率 75.6%；针灸治疗组 77.5%；针灸加中药组总有效

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75 例，治疗组采用针灸推拿配合牵引治疗。

率 95.3%；对照组总有效率 66.7%。周本根等

[10]

应用综合疗

①针灸：选取 L4～5，L5～S1 刺突旁寻找压痛、放射痛最敏感

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35 例，治疗方法：①绝对卧床体态；

点，即阿是穴，配环跳穴、承扶、承山、阳凌泉、悬钟穴，1

②药物治疗：选用抗炎、脱水及活血化瘀等药物治疗；③物理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②腰椎牵引；③推拿治疗（常规疗法）
；

治疗：采用通络宝、超短波，红外线等治疗，2 次/d；④腰椎

结果治疗组痊愈 56 例，显效 8 例，有效 7 例，无效 4 例，总

牵引，采用 rHz-Ⅲ9005 腰椎牵引床治疗；⑤手法治疗：患者俯

有效率 95%；对照组痊愈 28 例，显效 10 例，有效 5 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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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例，总有效率 57%。蔡亮[17]应用电针拔罐结合骶管神经阻

山、昆仑。两组均选用华佗牌 0.4mm×50mm、0.4mm×125mm

滞治疗 120 例，方法：①电针治疗取穴：肾俞、大肠俞、志室、

不锈钢毫针，留针 30 min。针刺组取穴用针刺单独操作，不使

秩边、环跳、承扶、委中、阳凌泉。针刺得气后，接电针 6805-2A

用其他方法。治疗组针刺操作完后用 TDP 照射腰部 30min，出

电针治疗仪，采用断续波，强度以耐受为度，留针 30min，1

针后再用闪火法在腰部拔火罐 10min，最后进行腰椎牵引 20～

次/d，7d 为 1 个疗程，连 2 个疗程。②拔罐治疗取穴：肾俞、

30min，所有的操作 5 次为 1 个疗程。休息 2d，4 个疗程评价

大肠俞、环跳 、承扶、委中。选用口径为 5cm 的竹罐或玻璃

疗效。结果治疗组痊愈 18 例，显效 8 例，有效 3 例，无效 1

罐，留罐 5min，至皮肤微有瘀血，1 次/d，7d 为 1 个疗程。共

例，愈显率 86%，总有效率 96%；针刺组痊愈 8 例，显效 11

2 个疗程；③骶管神经阻滞：药物：醋酸曲安奈德 20mg，2%

例，有效 8 例，无效 3 例，愈显率 62%，总有效率 88%。

利多利因 7ml，维生素 B12 2.0mg，0.9%氯化钠 10ml，常规操
作后，在骶管腔内将混合液缓慢注，每周 1 次。2 个疗程评价
疗效。结果 120 例中痊愈 65 例，显效 30 例，有效 17 例，无

5

小

结

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采用中

应用温针齐刺法治疗 93

药、熏蒸、针刺、火罐、TDP、牵引、推拿、手法等，配合腰

例，选取 L3～4、L4～5，L5～S1 3 个椎间隙为进针点，局部

部功能锻炼多种方法相结合综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通过综

常规消毒后，用 30mm×75mm 壹针（华佗牌一次性无菌针灸

合治疗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消除炎症水肿，缓解对神经根

[18]

效 8 例，总有效率 93.4%。吴艳荣等

针）直刺 40～50mm，使针下产生强烈酸胀感应，并在左右 1

等组织的压迫，达到减压止痛的效果[18]。以多种方法相结合的

寸处各刺 1 针，针尖斜向脊柱方向进针 50～70mm，使针尖直

综合治疗比单一的手法或针刺方法提高疗效。中西医结合治疗

达侧隐窝部位，针下产生强烈的酸麻沉胀感并立即向臀部及同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都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临床研究

侧下肢放散。针刺完成后，将温灸用纯艾条切成 20mm 小段，

观察只限于对患者症状的改善，只有判定近期疗效。单用中医

插在所有针柄点上，用火点燃下端，连灸 3 柱，待艾段燃后，

药治疗方面临床应用十分局限，所以，今后的研究需进一步探

继续留针 10min 后出针。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连续 2 个

讨总结挖掘，从临床实际出发，利用中药复方多靶点、多层次

疗程。结果痊愈 55 例，好转 34 例，未愈 4 例，总有效率 95.7%。

的作用机制及不良反应少的优势，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防治腰椎

马文珠等[3]应用平衡针和毫针治疗 61 例，随机分为平衡针组

间盘突出症，掌握出更有效方药，进一步完善和研究新的治疗

29 例，毫针组 32 例；①平衡针组取穴平衡针腰痛穴。操作：

理念及方法。

平刺，进针深度约 3cm（1.5 寸）
，采用提插法，达到要求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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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研究进展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chronic hepatitis B in TCM
刘媛媛 1 赵文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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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中医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研究进展，认识 CHB 的病因病机进行辨证论治，总结名医经验学习研究。对中医
药的临床应用进行研究，中医外治法治疗 CHB，主要疗法像脐火、穴位贴敷及注射、针刺、灸法等，疗法都已较为成熟。
【关键词】 中医药；慢性乙型肝炎；综述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reating chronic hepatitis B in TCM, to dialectical treatment CHB after know the
cause and pathogenesis of CHB, summary of medical experience study. Study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CM, CHB treatment of external
therapy of TCM, the main therapy like umbilical fire, acupoint injection,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nd so are more mature.
【Keywords】 TCM; Chronic hepatitis B; Over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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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对 CHB 的病因病机探讨及辨证论治

名医经验、治则治法研究

CHB 为西医病名，归属于中医“黄疸”
、
“胁痛”、
“肝着”
、

中医药治疗 CHB 历史悠久，众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

“肝瘟”等疾病范畴。中医学认为 CHB 病因为湿热疫毒内侵，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陈建军[7]提出应重视肝脾肾三脏；扶正不

加之正气不足，致使湿热毒瘀相互夹杂，邪毒内伏，蕴结肝

恋邪、祛邪不伤正；顺应四时用药；注重情志与饮食调节等。

[1]

胆，日久波及脾肾，伤阴伤阳，气血失调。黄衍周 认为其

李普[8]提出：疏肝不忘理血、化瘀必兼益气；苦寒谨防伤胃、

病理特点是湿热瘀毒互为交结，正虚邪恋、虚实错杂。敖铁

养阴勿另腻脾。樊春华等[9]依据 CHB 的病情演变特点提出证治

[2]

峰 认为其发病是浊毒伏络，湿热蕴积为浊毒侵入肝络，气

五法：清热利湿退黄、健脾疏肝解郁、柔肝滋肾养血、温肾扶

化不利而使津血凝滞为痰瘀，阻滞肝络。杨建宇等 [3] 将其病

阳益脾、活血化瘀散结。董靖等[10]以补肾健脾、解毒活血法组

因病机归纳为正虚毒侵、湿热瘀毒、痰瘀作祟、气虚毒蕴、

方治疗 CHB86 例，
疗效显著。
贾静[11]用芳香化湿法治疗 CHB60

顽痰内结、肝失调达、肝郁脾虚、肝肾阴虚等八个方面。邓

例，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黎志良等[12]采用茵陈汤

[4]

雪梅等 则将其分为三期，初期湿热疫毒炽盛；中期痰热瘀

治疗 CHB 重度 115 例，退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苏健等[13]

毒亢胜、阴血耗伤；后期气血耗伤、肾之阴阳亏虚，兼余邪

基于肝气郁滞、脉络失养的病机关键，自拟疏肝理气之调肝汤

未清。2012 年 CHB 中医诊疗专家共识将本病分为 6 种证型

治疗 CHB62 例，总有效率 79.03%。

辨治：湿热蕴结、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脾肾阳
虚、瘀血阻络。林晓春 [5] 依据症状与体征将本病分为肝郁脾
虚、肝胆湿热、脾肾阳虚、肝肾阴虚、肝脾血瘀 5 型辨证论
[6]

3

中医药的临床应用研究
①抗病毒：大多数清热解毒、凉血活血类中药都具有直接

治。张友军等 临证以肝胆湿热、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脾

或间接的抗病毒作用。程延安等[14] 用叶下珠片治疗 CHB140

肾阳虚、瘀血阻络辨治。

例，2 年后 HBV-DNA 转阴率为 88.2%，优于阿德福韦酯组，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2 期

-119-

且停药后病毒反弹率、复发率低。②免疫调节：中医药可双向

(7):1429-1430

调控免疫，研究[15]表明党参、白术、生地、灵芝等能增加内皮

[6]张友军,吴昊星.辨证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59 例[J].湖北中医杂志,

系统的吞噬功能；黄精、茯苓、菟丝子、桑寄生等能增强细胞

2011,33(8):54

免疫功能；人参、鳖甲等能激活体液免疫；山豆根、大青叶可

[7 ]陈建军.中医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之我见[J ].光明中医,2 00 9 ,24 (11 ):

抑制体液免疫反应。③抗炎保肝退黄：中医药在保肝降酶利胆

2176-2177

方面具有良好疗效，研究表明[16-19]甘草酸制剂可以抗炎保肝；

[8]李素领.李普老中医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经验[J].陕西中医,2008,29(9):

水飞蓟素具有抗过氧化、促进肝细胞恢复和改善肝功能的作

1204-1205

用；五味子能显著降低血清转氨酶和保护肝细胞；垂盆草显著

[9]樊春华,吕永慧.慢性乙型肝炎证治五法[J].陕西中医,2008,29(1):70-71

抑制细胞免疫和炎症渗出、减少肝损伤。而大黄、茵陈、栀子、

[10]董靖,聂山文.补肾健脾、解毒活血法治疗慢性乙型肝炎 86 例[J].辽宁中

丹皮、赤芍、丹参等是经典的退黄中药。马国俊[20]采用中药口

医药大学学报,2008,10(7):95-96

服结合保留灌肠治疗 CHB 重型内毒素血症者，不但显著降低

[11]贾静.芳香化湿法治疗慢性乙型肝炎 60 例[J].陕西中医,2010,31(5):

血内毒素，且改善肝功能。④抗肝纤维化：现代药理研究[21-23]

524-525

认为丹参能够抑制肝细胞炎症，促进肝细胞再生，抗肝纤维化；

[12]黎志良,李金庚.中草药茵陈汤治疗 115 例慢性乙型肝炎重度疗效评价[J].

莪术可保护肝细胞、减轻肝细胞变性坏死，减少纤维组织增生；

肝脏,2011,16(4):355-356

柴胡、黄芩亦可抑制肝脏炎症，抗肝纤维化。

[13]苏健,陈芳锐.调肝汤治疗慢性乙型肝炎 62 例临床观察[J].湖南中医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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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2010,26(3):17-19
[14]程延安,王顺达,党双锁,等.叶下珠抗病毒治疗慢性乙型肝炎 140 例疗效

中医外治法治疗 CHB 历史悠久，现已发展成熟的疗法主要

分析[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9,19(4):195-197

有脐火、穴位贴敷及注射、针刺、灸法等。杨国红等[24]采用脐火

[15]刘红虹,王福生.慢性乙型肝炎的中医免疫调节药物治疗进展[J].中医杂

疗法结合拉米夫定治疗 CHB 胆红素升高者 48 例，疗效显著。李

志,2011,52(S1):195-196

研等[25]依据中医内病外治，采用穴位贴敷治疗 CHB108 例，治疗

[16]张颖,王智颖.复方甘草酸苷的临床应用及其不良反应[J].临床合理用药

组一般症状、肝功能及肝纤维化情况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0.05）
。

杂志,2012,5(17):160

张世勇等[26]采用内服中药配合穴位注射治疗 CHB84 例，结果肝

[17]张立海,慈慧.水飞蓟素保肝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J].首都医药,2012,

功能好转，HBV-DNA 及 HBeAg 转阴或滴度下降。刘丽[27]以针刺

(8):47-48

穴位联合中药汤剂治疗 CHB，对照组给予拉米夫定治疗，结果治

[18]孔华丽,闫亮,段惠娟.五味子醇提取物保肝作用成分分析[J].解放军药学

疗组的 HBsAg、HBeAg 及 HBV-DNA 转阴率均高于对照组

学报,2010,26(1):27-30

（P<0.05）
。此外，中药灌肠、中药透皮疗法、中药足浴以及肝病

[19]宋玉华,李春雨,郑艳.垂盆草的研究进展[J].中药材,2010,33(12):1973-1976

治疗仪等都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20]马国俊.中药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内毒素血症 80 例临床观察[J].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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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中医药治疗 CHB，能有效改善或消除患者的症状和体征，
显著改善肝功能，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及确切的抗肝纤维化
作用，且副作用少。但是，中医药治疗 CHB 也存在不少问题：
对一些中药及复方的研究尚缺乏严格的科研设计；许多中药复
方、单味中药及单体成分抗 HBV 的作用机制多不明确，且缺
少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有待于进一步临床证实。以后
的研究可以着重于以下几方面：建立规范的临床疗效评价标
准；开展多中心、大样本临床调查研究；利用现代医学的实验
方法和先进的检测手段对中医药治疗 CHB 进行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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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的研究进展
A review on treating chronic nephritic proteinuria
傅晓骏 1 王国华 2
（1.浙江金华市中医院，浙江
中图分类号：R692.+1

金华，321017；2.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 杭州，31005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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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肾炎是一种病情进展慢、最终发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肾小球疾病，在临床上多以蛋白尿、水肿、血尿、高
血压、肾功能损害为主要表现。蛋白尿是慢性肾炎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目前对慢性肾炎蛋白尿缺乏特效的治疗手段，中医对慢
性肾炎蛋白尿的治疗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慢性肾炎；蛋白尿；中医中药疗法；综述
【Abstract】 Chronic nephritis is a slow progress of disease, and ultimately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glomerular
disease. With the proteinuria, edema, hematuria, hypertension, renal dysfunction as the main performances in clinical practice. Proteinuria
is one of the majo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chronic nephritis;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lack of effects of the treatment. Chinese
medicine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Keywords】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Proteinuria;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66
慢性肾炎（慢性肾小球肾炎，CGN）是一种病情进展慢、

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运不健，则

最终发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肾小球疾病，在临床上多以蛋白

精微物质不能正常转输，脾虚失摄，充养肾精，精微外泄。治

尿、水肿、血尿、高血压、肾功能损害为主要表现。在传统医

以健脾益气。药用党参、茯苓、白术、莲肉、山药、莲子、黄

学方面属“水肿”、“虚劳”、“血尿”、“淋症”等范畴[1]。蛋白

芪、陈皮等。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减[7]。

尿是慢性肾炎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目前对慢性肾炎蛋白尿缺

2.3 益气补肺

乏特效的治疗手段，中医对慢性肾炎蛋白尿的治疗有较好的疗

肺主一身之表，肺卫不固，外邪入侵，肺失宣肃，则可出

效。本文对近年中医药治疗慢性肾炎进展综述如下。

现眼睑浮肿，延及四肢、全身，舌苔略白，脉浮紧或数。治以

1

补肺益气。药用白术、黄芪、防风等。方用玉屏风散加减[8]。

病因病机
蛋白由脾胃化生，由肾脏封藏。蛋白尿的病机是本虚标实，

正虚邪实。本虚指肺脾肾功能失调，标实分外感、湿热、瘀血、
情志等因素。肺气不足，外邪入侵，致水道不通；肾主封藏，
肾虚则封藏失司、精微下泄[2]；脾主升清，脾虚则清气不升、
精微下注[3]；肝失疏泄，情志不遂，则脾失升清；或肝失疏泄，
肾失闭藏，均可出现蛋白尿。居处潮湿、冒雨涉水，水湿郁而
化热，或脾虚不能运化，形成湿热，湿热之邪困阻中焦，致清
浊俱下，或扰乱下焦，封藏失职，至精微物质随尿排出而致蛋
白尿[4]；病久入络，瘀血阻络，精气不能畅流，壅而外溢，以
致精微下泄亦可出现蛋白尿[5]。
2

2.4 疏肝理气
情志是影响肾性蛋白尿的重要因素。肝主疏泄，疏泄不畅，
肝气郁结，致脾失运化，则胸胁胀满，情志抑郁，呕恶，口苦，
舌质红，苔薄白，脉弦滑之表现。治以疏肝理气。药用香附、
柴胡、陈皮、枳壳等。方用柴胡疏肝散加减[9]。
2.5 清热除湿
湿热是生成蛋白尿的重要因素。湿热蕴结下焦，清浊不分，
迫精下泄，故尿中可出现蛋白。治以清利湿热。药用瞿麦、滑
石、萹蓄、车前子、栀子等。若见热毒可加连翘、金银花、白
花蛇舌草等清热解毒药。方用八正散加减[10]。
2.6 活血化瘀

辨证施治

病久入络，瘀血阻络，固涩失调，干扰肾关，治以活血化

2.1 补肾固涩

瘀。药用红花、当归、桃仁、赤芍、丹参、川芎等。选用活血

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藏真阴而寓元阳，只宜固藏，不
宜泄露。肾虚，精关不固，则精微外泄。治以固涩肾气，方用

化瘀药物可增加肾脏血流量，抗变态反应性。减轻肾脏病理损
害及提高机体免疫功能[11]。方用血府逐瘀汤加减。

金锁固精丸加减。若有小便清长，畏寒怕冷，舌体胖嫩偏于阳

叶任高教授将慢性肾炎分为脾肾气虚、气阴两虚、脾肾阳

虚者，方用金匮肾气丸加减。若有咽干口燥，五心烦热，舌红

虚、肝肾阴虚[12]。如此辨证和辨病相结合，既能掌握疾病的内

少苔，脉细数偏于阴虚者，方用六味地黄丸加减[6]。

在规律、严重程度及预后，又能选择适当的治疗时机和方法，

2.2 补益脾胃

从而弥补了单纯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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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疗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味（益母草 15g，丹参 10g，麻黄 5g，
大枣 4 枚，赤小豆 20g，桑白皮 10g，杏仁 10g，生姜 5g，连
翘 15g）
，采用益气活血、宣肺利水的治法，提高血浆白蛋白、
减少蛋白尿的同时，提高体液的免疫功能[13]。补肾利湿方（薏
苡仁、黄芪、生地、石韦、覆盆子、半枝莲、白花蛇舌草、淮
山药、茯苓、芡实、丹参、金樱子），采用活血、健脾利湿、
补肾的治法，治疗病人 24h 蛋白定量、蛋白定性等指标差异均
有显著性（P<0.05）[14]。苯那普利联合延肾胶囊治疗慢性肾炎，
也具有肾保护作用，对慢性肾炎病人的尿蛋白有显著地降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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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观察[J].武警医学院学报,2011,20(9):731-732
[5]申贝贝,孙升云.从湿热论治慢性肾炎蛋白尿探析[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10,
29(1):35-37
[6]陈忠跃,吕跃进.慢性肾炎蛋白尿中医证治浅析[J].陕西中医,2011,32(4):
507-509
[7]朱铁锤.慢性肾炎蛋白尿 60 例临床观察[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2,
11(18):1470-1471

用，同时还可减轻肾组织的纤维化，延缓肾功能的恶化[15]。黄

[8]刘英超,高建东.中医药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的研究概述[J].中国中西医结

葵胶囊对慢性肾小球肾炎减少蛋白尿有一定的作用[16]。肾康冲

合肾病杂志,2012,13(11):1029-1031

剂（丹参、茯苓、白茅根、苡仁、白花蛇舌草、益母草、黄芪
等）治疗慢性肾炎脾虚湿浊血瘀证，结果表明治疗组 24h 蛋
白定量降低，证实了炎症细胞因子在慢性肾炎病变发展中的
作用[17]。益气化浊汤（薏苡仁 30g，黄精 20g，法夏 10g，当
归 15g，党参 20g，陈皮 10g，蝉蜕 10g，白术 20g，黄芪 40g，
茯苓 20g，芡实 20g，白茅根 30g，苍术 12g）联合火把花根
片治疗慢性肾炎，结果表明治疗组 24h 蛋白定量差异均有显
著性（P<0.05）[18]。肾康片（大黄、川穹、淫羊藿、枸杞、当
归、黄芪、三七）治疗慢性肾炎脾肾气虚兼血瘀证，在改善蛋

[9]侯英华,王耀光.王耀光教授从脾论治慢性肾炎蛋白尿[J].吉林中医药,
2011,31(10):947-948
[10]丁玲.慢性肾炎蛋白尿的病因病机及中医药治疗研究[J].吉林中医药,
2010,30(12):1038-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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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2012,43(7):16-17
[12]鲍玉芳,周庆华,房滢熙等.健脾益气清利活血方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临
床观察[J].陕西中医,2012,33(4):408-410
[13]吴九如.消蛋白汤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的临床研究[J].长春中医药大学

白尿方面取得了不错的疗效[19]。三仁汤加减合二至丸治疗慢性

学报,2011,27(1):32-33

肾炎，脾阳虚者加杜仲、熟附子，气虚甚者加黄芪、太子参、

[14]佟艳丽,苏秀文.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炎 44 例[J].中国老年学杂志,

党参，属风热者加银花、连翘，兼咽痛者加蝉蜕、玄参、牛蒡

2012,32(24):5564-5565

子，湿重者加半夏、滑石等，纳呆腹胀、舌苔腻者加厚朴、木

[15]熊凤琴.慢性肾炎蛋白尿 48 例诊疗观察[J].吉林医学,2011,32(16):

香等，兼感表邪属风寒者加荆芥、防风、苏叶，阴虚明显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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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皮、白芍、生地等，显著缓解了蛋白尿[20]。加味黄芪赤风汤

[16]蔡浔远,晏子友,聂耀华,等.祛风胜湿通络法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 30 例临

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腰酸困者加杜仲、川怀牛膝；伴有血尿

床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1,12(2):163-164

者加仙鹤草、三七粉（冲服）、小蓟；水肿明显者加冬瓜皮、

[17]谢永祥,龙春莉.吴金玉论治慢性肾炎蛋白尿经验[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

车前子、茯苓；头胀头昏者加天麻、杭菊花、生牡蛎，或者配

志,2011,18(5):90-90

合硝苯地平缓释片口服，疗效显著[21]。清华培元汤治疗慢性肾

[18]孙薇,马培龙,崔岩,等.慢性肾炎蛋白尿的治疗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

炎，肾阳虚加淫羊藿 15g，巴戟天 15g；腰痛者加杜仲 15g，续

2010,7(14):25

断 15g；水肿甚者加浮萍 15g，车前子 15g；蛋白尿持续不降者

[19]庞洁,盛梅笑.益肾清利法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验案 4 则[J].江苏中医药,

加蝉蜕 15g，苏梗 15g；高血压者加石决明 30g，莱菔子 25g；

2011,43(2):53-54

湿热较重者加茵 15g，石韦 20g；持续血尿者加仙鹤草 15g，茜

[20]程丽莉.范绍荣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的经验[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0,

草 20g；纳呆者加鸡内金 20g，焦三仙各 15g；大便秘结者加生

22(10):858-859

大黄 10g；疗效显著[22]。

[21]韩冰,朴志贤.朴志贤教授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的经验点滴[J].中国中医

综上所述，在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过程中，要辨证明确，

药现代远程教育,2012,10(16):87-88

对症加减，守方不更，长期服药，是巩固疗效防治病情复发的

[22]雷兵,邓滔.加服自拟中药方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 48 例[J].广西中医药,

关键。同时还要注意生活调养。病人平时要注意休息，适当活

2012,35(2):25-26

动，切忌劳累；饮食以清淡为主，同时注意对优质蛋白的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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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常用中药介绍
Introducing common gynecological medicine
刘 宏
（吉林省敦化市中医院，吉林
中图分类号：R284.6

敦化，1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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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用于治疗痛经、闭经、癥瘕，治疗崩漏证，治疗产后瘀阻腹痛及恶露不绝证，治疗产后虚热证等妇科疾病的中
药归纳介绍。
【关键词】 妇科；中药
【Abstract】 The TCM was summarized and introduced, which for treating dysmenorrhea, amenorrhea, Zhengjia, metrorrhagia,
postpartum blood stagnation abdominal pain, lochia must not, postpartum hot syndrome and other gynecological diseases.
【Keywords】 Gynecology;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67
中药是我国的传统药，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应用于妇

单味用兑服或生地、黄芩、附子等同用，如黄土汤[3]。五倍子

科亦有悠久的历史。今在此将应用于治疗妇科月经病、产后病

用于崩血下血，可以单用，也可以与枯矾、诃子、五味子为丸

及妇科杂病的中药作以归纳介绍。

服，如玉关丸。苎麻根用于血分有热者的崩漏证，能凉血泄热

用于痛经、闭经、癥瘕的中药：主要有当归、白芍、川芎、

以止血，单用或随证配伍相应的药物。三七用于妇科崩漏、经

香附、柴胡、益母草、丹参、赤芍、丹皮、肉桂、五灵脂、桂

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可与花蕊石、血余炭同用，亦可单味

枝、三棱、莪术等。当归为妇科调经要药，用于月经不调、经

应用，具有止血不留瘀的特点，对于血兼有瘀滞者尤为适宜。

闭、痛经，常与川芎、熟地、白芍配伍，如四物汤 。以四物

艾叶用于妇女崩漏下血证，适用于虚寒性的出血证，常与阿胶、

汤为基础，经闭不通可加桃仁、红花等痛经药；经行腹痛可加

地黄等同用，如胶艾汤[4]。

[1]

香附、延胡等行气止痛药。白芍为妇科疾病的常用药，以养血

治疗妇女产后瘀阻腹痛及恶露不绝证的中药：主要有山楂、

调经为主。川芎多用于月经不调、痛经、经闭、难产、产后淤

蒲黄、三七、败酱草、大黄、红花、桃仁等。山楂用于产后瘀

阻、腹痛等证。香附、柴胡皆用于肝气郁结而致的月经不调、

阻腹痛、恶露不尽，能入血分而活血散结消肿，配当归、川芎、

乳胀、腹痛等症。益母草用于妇科血脉阻滞之月经不调、行经

益母草等。蒲黄用于产后瘀痛、阻滞之证、常配伍五灵脂，即

不畅、小腹胀痛、经闭、产后瘀阻腹痛、恶露不尽等证，本品
辛开苦涩，能活血祛瘀通经，为妇产科要药。丹参用于月经不
调、血滞经闭，产后瘀滞腹痛、癥瘕积聚。赤芍用于血滞经闭、
通经，可与当归、丹皮、川芎等配伍，如滋血汤[2]。丹皮适用
于妇女月经先期经前发热之证，通常与白芍、黄芩、柴胡等配
伍，如宣郁通经汤。桂枝用于经寒瘀滞、经闭、痛经及癥瘕等
证。三棱、莪术用于气滞血瘀所致的经闭腹痛及癥瘕积聚，既
能破血祛瘀，可与川芎、牛膝配伍，又能行气止痛，可与丹参、
鳖甲等同用。
治疗崩漏证的中药：主要有生地、熟地、黄芩、黄芪、山
萸肉、阿胶、五倍子、苎麻根、三七、艾叶、灶心土、炮姜、

失笑散[5]。三七用于产后恶血不下，单用冲服或配伍花蕊石、血
余炭等。败酱草用于产后腹痛，单用或与五灵脂、香附、当归
等同用。现代用于子宫内膜炎。大黄用于产后恶露不下，单用
或与其他活血祛瘀药同用，如下瘀血汤，用于新瘀宿瘀。红花、
桃仁用于产后淤阻腹痛之证，可与当归、川芎、赤芍同用。
此外还有牛膝、赤木、五灵脂等皆有治疗产后瘀阻腹痛、
恶露不下的功效。
治疗产后虚热证及血虚证的中药：主要有白薇、肉苁蓉。
白薇用于产后虚热证，常配当归、人参、甘草治血虚发热昏厥，
如白薇汤；用于产后的热淋、血淋证，配白芍为末冲服，亦可
与淡竹叶、木通、滑石、生地等配伍。肉苁蓉用于产后血虚津
液不足，肠燥便秘配伍火麻仁、当归、枳壳等，如润肠丸。

茜草根、马齿苋等。生地用于热在血分，迫血妄行的崩漏下血
证，起凉血、止血之作用，常与侧柏叶、艾叶同用，如回生丸。

参考文献：

熟地为补血要药，用于月经不调、崩漏等证，常与当归、川芎、

[1]叶亮,范欣生,卞雅莉,等.古今治疗痛经的四物汤类方关联规则研究[J].南

白芍配伍。山茱萸为平布阴阳的要药，用于妇女体虚、崩漏、

京中医药大学学报,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失血症，可与白芍、阿胶同用，配伍海螵蛸、茜草根、棕榈炭

Medicine,2008(2)

等，止血效果较好。黄芩用于内热亢盛迫血妄行所致的妇女血

[2]张智慧.中医辨证治疗月经不调 116 例[J].中外医疗,China Foreign Medical

崩证，具有清热与止血双重作用，单用炒炭或配伍生地、白茅

Treatment,2009(36)

根、三七等。黄芪用于子宫下垂、崩漏证，其能补脾肺之气，

[3]刘茜,马健.黄土汤配伍意义之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2010,1:4

为补气要药。具有升举阳气之作用。配人参、白术、升麻，如

[4]周卫,宿树兰,段金廒,等.失笑散传统功用与现代研究关联分析[J].中成药,

补中益气丸；与人参、龙眼肉、枣仁同用，可用治气虚不能摄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2009(10)

血的崩漏证，如归脾汤。阿胶为止血要药，用于妇女崩漏证，

编辑：赵玉娟

编号：ER-130080202（修回：2013-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