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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瘀证积分与 ET、N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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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寻慢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瘀证及积分与 ET、NO 的关系。方法：选取维持性血液透析血瘀证
患者 80 例，检测透析前患者血 ET、NO 值，并计算血瘀证积分，非血瘀证患者 40 例作为对照。结果：血瘀证组 ET、ET/NO 值高
于非血瘀证组（P<0.05）
，NO 值显著低于非血瘀证（P<0.01）
；血瘀证积分与 ET、NO 有相关性（P<0.05）
；与 ET 值呈正相关关系
（P<0.01）
。结论：血液透析患者血瘀证积分与 ET 呈正相关关系，可以根据血瘀证积分判断患者内皮损伤和凝血功能的情况。
【关键词】 维持性血液透析；血瘀证；血瘀证积分；内皮素（ET）
；一氧化氮（NO）
；相关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T, NO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blood stasis syndrome and the scores.
Methods: 80 cases of blood stasis syndrome were select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ET and NO by the eu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nd the scores were calculated. Another 40 cases without blood stasis syndrom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level of ET
in the blood stasi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blood stasis group. The level of NO in the blood stasis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n-blood stasis group.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points of the blood stasis and ET, NO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points of
blood stasis was only positive correlated to ET by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P<0.01).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ET, NO were correlation to
the scores of blood stasis. E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scores of blood stasis.
【Keywords】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Blood stasis; Scores of blood stasis; ET; NO;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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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慢性肾衰竭发展至终末期的主要替代治疗方

析中应用肝素钠或低分子肝素外，平素未应用抗血小板、抗凝降

法之一，但血液透析可影响血管内皮功能或造成血管内皮损

纤、降脂、改善微循环、改善内皮细胞功等影响凝血功能的药物。

伤，引发凝血异常，导致出血或血栓、心脑血管疾病及血管通

剔除有急慢性感染者、近 3 个月有输血史者、瘀血症状属先天者

路失功等远期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和预后；出血或

或外伤引起者、合并严重肝病、脾亢及造血系统、肺部等严重原

血栓与中医学的血瘀证相类似，本研究旨在寻找慢性肾衰竭维

发性疾病者、肿瘤患者或妊娠者、半年内有手术史者、影响医学

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瘀证及积分与 ET、NO 的相关性，探讨血

统计者。

管内皮损伤在血瘀证形成中作用及对血瘀证积分的影响，判断

1.2 方法

凝血功能的情况，为应用活血化瘀法防治血液透析并发症提供

1.2.1 标本采集

理论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所有观察对象于晨起血液透析前空腹取肘静脉血，血瘀证
组并进行中医血瘀证分型辨证，计算血瘀证积分。
1.2.2 检测指标

1.1 临床资料
患者来自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6 月医院血液净化中心血液
透析患者，两名副主任以上中医师以慢性肾衰竭西医诊断标准[1]、

ET（内皮素）
、NO（一氧化氮）指标均采用酶联免疫法测
定（试剂盒由北京方程生物有限公司提供）
。
1.2.3 统计学方法

血瘀证诊断标准及中医血瘀证分型标准[2]、血瘀证评分标准[3]选取

采 用 SPSS18.0 统 计 软 件 ，计 量 资 料 用 均 数 ±标 准 差

观察对象。其中血瘀证组 80 例患者中，男性 33 例，女性 47 例，

（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变量

年龄 35～75 岁，平均年龄（60.09±10.23）岁，平均血透时间为

间相关性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39.56±25.75）个月。非血瘀证组 40 例患者中，男性 24 例，女

多因素采用逐步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性 16 例，年龄 25～75 岁，平均年龄（59.50±13.16）岁，平均血

结

果

透时间为（33.43±25.73）个月。两组患者性别、平均年龄、透龄

2

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P>0.05）
。所有患者维持性血液透

2.1 血瘀证组与非血瘀证组间 ET、NO 值及 ET/NO 的比较

析时间大于 3 个月，
每周透析 3 次，
4h/次，
血流速 250～300ml/min，
碳酸氢钠透析液，病情稳定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除透

血瘀证组与非血瘀证组患者 Cr、BUN 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血瘀证组与非血瘀证组患者血清中 ET、NO 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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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NO 相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血瘀证组与非血瘀证组间血 ET、NO、ET/NO 的比较（ x ± s ）
组别

ET（ng/L）

NO（umol/L）

ET/NO

血瘀证组

163.61±40.69

125.83±28.31

125.83±28.31

非血瘀证组

144.18±47.53

157.37±25.64

125.83±28.31

t

2.331

5.933

6.302

P

0.021

<0.001

<0.001

2.2 血瘀证积分的相关分析

2.2.1 血瘀证组血瘀证积分与其他指标的相关分析

表 2 血瘀证积分与其他指标的相关分析
积分

性别

透龄

年龄

ET

NO

Pearson 相关系数

0.122

0.010

0.148

0.298

0.242

P

0.282

0.929

0.189

0.007

0.031

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瘀积分与性别、年龄、透龄的相关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血瘀积分与 ET、NO 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异常可能参与了血瘀证的形成，也是血瘀证产生的病理、生理

2.2.2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将相关指标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变量选入标准为 P≤

基础之一[4]。苏建[5]等认为月经病寒凝血瘀证的经血中 NO 显

0.10。结果：经逐步回归分析，ET 指标进入方程，回归方程为

著降低，而 ET 含量升高。荣晓凤[6]等针对气虚血瘀证大鼠研

血 瘀 积 分 y＝ 22.282 ＋0.085xET ，方 差 分析 检 验 F=7.593 ，

究中证实，血清 ET、TXB2 呈显著正相关，与 NO、6-keto-PGI1α

P=0.007，逐步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

呈显著负相关；晏子友[7]实验证明慢性肾衰尿毒症期患者血浆
ET 明显高于代偿期患者；本研究显示维持性血液透析血清 ET

表 3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含量、ET/NO 明显高于非血瘀证组（分别 P<0.05，P<0.01）
，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

（B）

（S.E.）

系数（β）

t

P

与血瘀积分呈正相关关系；而血清 NO 含量则明显低于非血瘀
证（P<0.01）
，这与血清 ET、NO 的生理作用及临床研究结果

ET

0.085

0.031

0.298

2.756

0.007

相一致。血液透析患者因血液接触透析管路及透析器膜，间断

Constant

22.282

5.212

-

4.275

0.000

内瘘穿刺，有的患者兼有高血压及高脂血症，微炎症状态，导
致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受损，ET 分泌增加，ET/NO 失衡，导

2.2.3 血瘀证组内血瘀证积分与各型间相关性比较

致血管舒缩功能异常，血流动力学改变，微循环障碍，引起出

表 4 血瘀证组分型与各型间积分的比较（ x ± s ）

血或血栓、心脑血管疾病及血管通路失功等远期并发症。

血瘀证分型

n

%

积分

气虚血瘀证

37

46.25

36.89±8.66

断患者内皮损伤和凝血功能的情况，为利用血瘀积分选择中药

血虚血瘀证

19

23.75

32.53±13.01

干预治疗远期并发症提供了理论依据。本课题由于病例样本数

寒凝血瘀证

11

13.75

31.36±14.54

目不多，所得结论仅为临床初步结果，还需长期临床随访研究

痰浊血瘀证

9

11.25

41.67±13.12

和后期大样本多中心对照研究。

气滞血瘀证

2

2.5

51.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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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风通脑胶囊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的验证
Validation on method of microbial limit test for Xifeng Tongnao caps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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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建立熄风通脑胶囊的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方法：按照《中国药典》2010 年版的规定，进行该品种微生
物限度检查方法的验证。结果：常规方法显示，细菌计数、霉菌及酵母菌计数，试验菌的回收率均达 70%以上；控制菌试验组呈
阳性，阴性菌对照组呈阴性。结论：细菌、霉菌、酵母菌检查可按常规平皿法；控制菌检查分别按大肠埃希菌和沙门菌常规检查
法。处方中某些药味虽然有一定的抗菌作用，但组成制剂后，在验证试验中并不体现出抑菌活性。
【关键词】 熄风通脑胶囊；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验证；常规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microbial limit test of Xifeng Tongnao capsule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hina Pharmacopoeia (published in 2010), the microbiological test method on Xifeng Tongnao capsules were validated. Results: By using
the conventional test methods, the bacterial counts, mold counts and yeast counts were carried out, with the recovery rate of test bacteria
more than 70%. The control bacteria test group was positive, while the negative bacteria group was negative. Conclusion: Although some
of the herbs in the prescription had antibacterial effects, the preparation of Xifeng Tongnao capsule didn’t have antibacterial effects.
【Keywords】 Xifeng Tongnao capsules; Microbial limit test; Validation of the method; Conventional test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02
熄风通脑胶囊由钩藤、蒲黄、石决明、珍珠母、豨莶草、

1.3 菌种

牡丹皮、赤芍、地黄等 10 多味中药组成，为广州中医药大学

大肠埃希菌[CMCC（B）44102]，金黄色葡萄球菌[CMCC

附属中山中医院常用制剂，具有熄风通脑，祛痰开窍，活血化

（B）26003]，枯草芽孢杆菌[CMCC（B）63501]，白色念珠球

瘀的作用，临床主要用于脑梗死急性期所致的肢体偏瘫、口角

菌[CMCC（F）98001]，黑曲霉[CMCC（F）98003]，乙型副伤

歪斜、语方謇涩等。根据 2010 年版《中国药典》的规定，药

寒沙门菌[CMCC（B）50094]，均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品在进行微生物限度检查前必须对其检查方法进行验证，以确

提供。

认供试品所采用的检查方法无抑菌作用后再进行检查，才能真
实反映供试品受污染的程度。为保证微生物限度检查结果的准
确性，更好控制熄风通脑胶囊的质量，本文结合 2010 版《中

2

方法与结果

2.1 菌液制备

国药典》的规定，按照中国药品检验标准操作规范，对该品种

取经 37℃培养 24h，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枯草

的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及控制菌检查方法进行了验证，建立了

芽孢杆菌的肉汤培养物 1ml 及 25℃培养 24h 的白色念珠菌真菌

该品种微生物限度检查的实验方法。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液体培养物 1ml 加入 9ml0.9%的无菌氯化钠溶液为 10 倍稀释，
以此类推，稀释为 50～100cfu/ml 的菌悬液，备用。取经 20℃
培养一周的黑曲霉斜面培养物，加 0.9%的无菌氯化钠溶液 3～
5ml，洗下霉菌孢子，用带有棉花的球形吸管取出孢子菌液，

JA1203 电子天平（上海天平仪器厂）
；LMQ、C 立式灭菌

用标准比浊管比浊后，
加入 0.9%的无菌氯化钠溶液稀释为 50～

器（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LRH-150B 生化培养箱

100cfu/ml 的孢子悬液，做活菌计数备用。取经 37℃培养 24h

（广东省医疗器械厂）；PYX-DHS-35×50 隔水式电热恒温培

的沙门菌的新鲜培养物各 1ml，加入 9ml0.9%的无菌氯化钠溶

。
养箱（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

液为 10 倍稀释，以此类推，稀释使细菌数约为 10～100cfu/ml，

1.2 试药与培养基

做活菌计数备用[1]。

营养琼脂培养基（批号 201101043）
，玫瑰红钠琼脂培养基
（批号 201110241）
，胆盐乳糖培养基（批号 201104271）
，营

2.2 供试液的制备
取本品 10g，
加 pH7.0 无菌氯化钠-蛋白胨缓冲液至 100ml，

养肉汤培养基（批号 201010267）
，pH7.0 的无菌氯化钠-蛋白胨

用匀浆仪搅拌，混匀，作为 1∶10 的供试液，备用。

缓冲液（批号 201010153）
，改良马丁培养基（批号 201101143）
，

2.3 方法验证

均为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熄风通脑胶囊（广州

2.3.1 细菌、霉菌和酵母菌计数方法的验证

中医药大学中山附属医院制剂室提供，批号：20111215）
。

2.3.1.1 试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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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2.2 项下制备的供试液 1ml 和试验菌液 1ml（约 50～

立即倾注琼脂培养基，平行置备两个平皿，测定加入的试验菌

100cfu/ml 试验菌）
，分别注入平皿中，迅速倒人 15～20ml 营

数，取均值。

养琼脂培养基，平行置备两个平皿，待凝。细菌在 30℃～35℃

2.3.1.3 供试品对照组

培养箱中培养 48h；霉菌和酵母菌在 23℃～28℃培养箱中培养

按实验组的方法，不加试验菌液，测定供试品菌数（本底菌数）
。
2.3.1.4 方法学验证试验结果（见表 1）

72h，点计菌落数。取均值。
2.3.1.2 菌液组

各菌株回收率＝[（试验组菌落数－供试品对照组菌落数）

取试验菌液 1ml（约 50～100cfu/ml 试验菌）注入平皿中，

/试验组菌落数]×100%

表 1 细菌数、霉菌和酵母菌数计数验证结果（n=3）
人工染菌回收率（%）
试验次数

金黄色葡萄球菌

枯草芽孢杆菌

白色念珠菌

黑曲霉菌

大肠埃希菌

1

99

93

80

98

92

2

87

78

102

96

98

3

92

95

94

91

85

注：从表 1 结果可以看出，本品经按《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录 XIIIC）微生物限度检查法中控制菌检查验证方法验证，结果表明供试品 5 种菌回收
率试验均大于 70%，证明本品无明显抑菌作用，可用常规方法进行微生物限度检查。

2.3.2 控制菌检查方法学验证

后，沿培养管的管壁加人数滴靛基质试液，观察[1]。

2.3.2.1 大肠埃希菌检查法的验证

2.3.2.2 沙门菌检查法的验证

①试验组取上述供试品溶液 10ml 及大肠埃希菌试验菌液

①试验组取供试品 10g 及 1ml 沙门菌试验菌液 1ml 加入

1ml（约含菌量 10~100cfu/ml），同时直接接种于 100ml 相应的

100ml 营养肉汤培养基中，用匀浆仪搅拌，混匀，于 35℃～37℃

胆盐乳糖培养基中，35℃～37℃培养 24h。②阴性菌对照组取

培养 24h，观察结果。②阴性菌对照组取供试品 10g 及 1ml 金

上述供试品溶液 10ml 及金黄色葡萄球菌试验菌液 lml（约含菌

黄色葡萄球菌试验菌液（约含菌量 10～100cfu/ml）加入 100ml

量 l0～100cfu/ml）
，同时直接接种于 100ml 相应的胆盐乳糖培

营养肉汤培养基，用匀浆仪搅拌，混匀，于 35℃～37℃培养

养基中，于 35℃～37℃培养 24h。取上述培养物 0.2ml，接种

24h，观察结果[1]。

至含 5mlMUG 培养基的试管内，培养，于 5，24h 在 366nm 紫

2.3.2.3 方法学验证试验结果

外线下观察，同时用未接种的 MUG 培养基作本底对照。观察

见表 2。

表 2 控制菌检查法验证结果
实验次数

大肠埃希菌阳性组

大肠埃希菌阴性组

大肠埃希菌供试品

沙门菌阳性组

沙门菌阴性组

沙门菌供试品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注：结果表明，试验组分别检出大肠埃希菌和沙门菌，而阴性对照组和本底对照均未检出，说明本方法专属性良好，可以用于本品中大肠埃希菌和沙门菌
的检查。

3

讨

论

由于熄风通脑胶囊是含有多种成分的复方中成药制剂，其
中任何具有抑菌作用成分均可能影响微生物限度检查的准确
性[2]。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发现，该制剂处方中牡丹皮、夏枯草、
豨莶草等多味中药均有抗病原微生物作用[3]，且在该制剂的生
产过程中使用的乙醇亦有抑菌作用，因此在微生物限度检验时
应排除该制剂本身的抑菌作用对检验结果的影响。笔者参照
《中国药典》2010 版规定的常规法对本品进行了微生物限度检
查方法的验证实验，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枯草芽孢杆菌、白色念珠菌、黑曲霉的回收率均大于 70%，表

品细菌、霉菌、酵母菌计数及控制菌检查均可采用常规法进行。
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M].北京:中国医
药科技出版社,2010:附录 79
[2]赵建英,李爱玲,陆蓓.含黄芩中药成分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的验证[J].中
国药业,2004,13(11):44
[3]梅全喜.简明实用中药药理手册(2009)[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52,94,302

基金项目：
广东省中山市科技计划资助项目（20122A010）
。

明熄风通脑胶囊对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
菌、白色念珠菌、黑曲霉均无抑菌作用；在控制菌检查方法验
证方面，本品对大肠埃希菌和沙门菌亦均无抑菌作用，控制菌
检查阳性对照组生长良好，阴性对照组未检出。以上结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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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聪彦（1975-），男，主任中药师，硕士生导师，学士，主要从事医
院中药制剂研究。

处方中某些药味虽然有一定的抗菌作用，但组成制剂后，在验
证试验中并不体现出抑菌活性。通过本验证实验结果可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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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咳喘胶囊结合针刺治疗哮喘发作期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BA with Rekechuan capsules and acupuncture
项永晶 袁维真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550002）
中图分类号：R25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05-03

证型：GBD

【摘 要】 目的：观察热咳喘胶囊结合针刺治疗支气管哮喘发作期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把符合条件的 120 例患者，按照
初诊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热咳喘胶囊加针刺组）
、中药治疗组（热咳喘胶囊）
、针刺组、西药组，每组 30 人。治疗组：给予热咳
喘胶囊 3 次/d，每次 4～6 粒，同时每日结合针刺肺俞（双侧）
、定喘（双侧）
、足三里（双侧）
、丰隆（双侧）
、天突穴位 1 次；针
刺组：治疗方法同治疗组的针刺治疗；中药组（热咳喘胶囊）：治疗方法同治疗组中药治疗，（注：上述三组治疗期间，停止使用
一切西药抗哮喘药物）
；西药组：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剂 50/250ug×60 吸，2 次/d，每次 1 吸；疗程结束后，观察疗效，EOS、IgE、
PEF、FEV1 等指标的变化。结果：①治疗组与西药组疗效明显好于中药组、针刺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②西药组疗效最
好，治疗组次之，但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本研究表明针药结合能明显改善哮喘发作期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改
善肺功能的同时，还能降低气道炎性反应，虽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略逊于西药组，两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 支气管哮喘；热咳喘胶囊；针刺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ekechuan capsules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o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BA).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modern medicin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almeterol inhalant twice a day. The TCM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rekechuan capsules 3 times a day. The acupunctur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acupuncture on Feiyu, Dingchuan, Zusanli, Fenglong and Tiantu once a day. The integrativ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both the TCM in TCM treated group and the acupuncture in acupuncture treated group. The efficacies in the four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on the variation of EOS, IgE, PEF, FEV1. Results: The efficacies in the integrativ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modern medicine
trea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TCM treated group and the acupuncture treated group (P<0.05). The efficacy in the
modern medicine treated group was the bes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that in the integrative treatment group (P>0.05). Conclusion:
Rekechuan capsules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Keywords】 Bronchial asthma; Rekechuan capsules; Acupun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03
支气管哮喘（BA）是由多种炎性细胞作用引起的气道慢性
非特异性炎症，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促、胸闷或顽
固性咳嗽等症状，常于夜间或清晨发作或加剧。支气管哮喘是

年 11 月修订的分级标准[1]。
1.2 纳入标准
①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轻、中度者；②受试者年龄在

临床常见病，目前糖皮质激素成为首选药物，但停药后易复发。

15～60 岁；③自愿受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④未参与其他

此外，药物毒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抗炎药及激素的应用。

临床试验者。

我们选用自拟热咳喘胶囊结合针刺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

1.3 排除标准

并观察其对患者 EOS、IgE、FEVI、PEF 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①支气管哮喘缓解期；②支气管哮喘发作期重度或危重
者；③年龄在 15 岁以下或 60 岁以上者及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④合并有心血管、肝、肾等慢性系统疾病或合并其他肺部疾病；

1.1 诊断标准

⑤受试者依从性差，未严格按照方案进行治疗者。

1.1.1 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标准

1.4 一般资料

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 2003 发表的《支气管哮喘防

本课题临床研究中的 120 例患者均为 2009 年 1 月～2011

治指南》[1]。

年 1 月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呼吸科门诊的支气管哮喘

1.1.2 分期、分级标准

轻、中度患者。根据初诊顺序，每组 30 例，随机分为四组，

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诊断标准：据 2003 年中华医学会

分别为：治疗组（热咳喘胶囊加针刺组）、中药治疗组（热咳

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最新制定的标准[1]；支气管哮喘急性发

喘胶囊）
、针刺组、西药组。治疗组：男 14 例，女 16 例，年

作期分级标准：采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2002

龄 19～56 岁，平均（35.40±11.91）岁；病程 0.3～20 年，平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6-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3

均（6.84±5.30）年。针刺组：男 12 例，女 18 例，年龄 20～54

治疗组与针刺组针刺治疗在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岁，平均（37.80±8.68）岁；病程 0.2～18 年，平均（7.16±3.73）

针灸门诊完成。

年。中药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17～57 岁，平均（38.53

2.3.3 中药组（热咳喘胶囊）

±9.88）岁；病程 0.6～18 年，平均（8.41±4.34）年。西药组：

治疗方法同治疗组中药疗法。

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18～58 岁，平均（33.67±11.51）岁；
病程 0.5～19 年，平均（8.18±4.23）年。经统计学分析，四组

以上三组治疗期间，停止使用一切西药抗哮喘药物。
2.3.4 西药组

病例在年龄、性别、病程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50/250ug×60 吸，2 次/d，1 吸/次。
）
（以上四组均以 7d 为 1 个疗程。

性。
2

2.4 观察指标及方法

治疗方法

①临床疗效；②治疗前后检测 FEV1（第 1S 用力呼吸肺活

2.1 药物来源

量）、PEF（最大呼气流速）等肺功能指标及血清免疫球蛋白

2.1.1 热咳喘胶囊

（IgE）和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计数。

由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药剂科制备。组方如下：马

疗效观察

兜铃 15g，麻黄 10g，全栝楼 15g，桑白皮 12g，黄芩 15g，青

3

黛 6g，蛤粉 6g，橘红 12g，炒葶苈子 12g，杏仁 10g，法夏 12g，

3.1 疗效判定标准

地龙 9g，百部 15g，炙僵蚕 15g，紫苑 15g，天竺子 10g，炙甘
草 10g。热咳喘胶囊每粒含生药 2.76g，功效：清热化痰、止咳

参考《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4]（2003）及《中药新药临
床研究指导原则》[1]（2002）拟定。
临床控制：证候积分减少≥95%，FEV1（或 PEF）增加

平喘。

量>35%，或治疗后 FEV1（PEF）≥80%预计值，PEF 昼夜波

2.1.2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舒利迭）
规格：50ug/250ug×60 吸，由英国葛兰素威康（重庆）生产。

动率<20%。显效：证候积分减少≥70%，FEV1（或 PEF）增
加量范围 25%～35%，或治疗后 FEV1（或 PEF）达到预计值

2.2 仪器来源
①针具 30 号 1.5 寸环球牌针灸针，中国苏州制造；②电针

60%～79%，
PEF 昼夜波动率>20%；
好转：
证候积分减少≥30%。

仪 SDZ-II 型，中国苏州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③肺功能仪

FEV1（或 PEF）增加量 15%～24%；无效：证候积分减少不足

D-97204 型，德国耶格公司制造。

30%，和 FEV1（或 PEF）测定值无改善或反而加重。

2.3 治疗方案

3.2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2.3.1 治疗组（热咳喘胶囊加针刺）
热咳喘胶囊：3 次/d，每次 4～6 粒，忌食用辛辣肥甘厚味；

以 x ± s 表示；各组治疗前后对照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针刺：取肺俞（双侧）、定喘（双侧）、足三里（双侧）、丰隆

用 x2 检验；等级资料用 Radit 检验。

（双侧）、天突穴位，上述穴位均采取电针治疗方法，刺激频

3.3 四组综合疗效比较

率选择 15Hz，刺激强度以患者有针感且可以忍受为宜，针刺 1

从表 1 可以看出：西药组疗效好于治疗组但没有显著性差

次/d，背部、腿部穴位各 20min。

异 P>0.05；中药组好于针刺组但两组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

2.3.2 针刺组

西药组好于中药组、针刺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1，治疗组好于
中药组、针刺组也有显著性差异 P<0.05。

治疗方法同治疗组针刺疗法。
表 1 四组疗效比较
组别

病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控显率（%）

西药组

30

10

16

4

0

100

86.67

治疗组

30

8

16

4

2

93.33

80.00

中药组

30

2

8

12

8

73.33

33.33

针刺组

30

0

8

12

10

66.67

26.67

3.3.1 治疗前后肺功能变化
从表 2 可以看出：西药组、治疗组 FEV1、PEF、IgE 均

中药组、针刺组。西药组和治疗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
西药组、治疗组较中药组、针刺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1。中药

有明显好转，有显著性差异 P<0.01；中药组、针刺组无明显

组略好于针刺组但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
IgE 组间比较，

变化，P>0.05；而 EOS 西药组下降最为明显，P<0.01，治

西药组明显好于治疗组，且两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5，治疗组

疗组、中药组下降有所明显，P<0.05，针刺组无明星变化

明显好于中药组、针刺组，P<0.05；EOS 组间比较，西药组疗

P>0.05。

效最好，治疗组次之，两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治疗

3.3.2 组间比较

组好于中药组，两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但治疗组明

西药组 FEV1，PEF 改善最好，治疗组次之，其次分别为

显好于针刺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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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治疗前后四组 IgE、EOS、FEV1、PEF 变化
组别
西药组

IgE（ug/L）

EOS（×109/L）

FEV1（%）

PEF（%）

3.13±0.14

0.240±0.069

58.51±4.11

59.70±5.14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1.52±0.52

治疗前

中药组

针刺组

★

2.10±0.90

治疗前

3.09±0.09
※

治疗后

2.52±0.96

治疗前

3.11±0.21

■

0.096±0.031

3.10±0.13

治疗后

治疗后
★

★※

2.77±0.99
▲

※

★

0.243±0.073
0.125±0.042

■

0.239±0.068
0.155±0.056

■

0.245±0.072
0.225±0.074

※

86.23±1.94

★

57.21±2.35
80.00±14.05

★

59.07±3.65
66.33±9.94

▲

57.81±3.41
64.67±9.73

▲

87.12±12.02

★

62.14±3.77
81.81±10.71

★

61.01±3.44
67.00±11.19

▲

60.13±5.34
64.47±13.5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1， P<0.05；与治疗组比较 P<0.01， P<0.05。

4

分析与讨论

的临床观察和试验报道的大量文献分析发现，选穴多在胸背

支气管哮喘是以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浸润为主，多种
细胞参与的以慢性气道炎性反应和气道高反应性为主要特征
的疾病。I 型变态反应是过敏性哮喘发病的主要机制，IgE 是介
导 I 型变态反应的主要免疫球蛋白。嗜酸性粒细胞是主要的炎
症细胞之一，活化后可合成和释放白二烯、血小板活化因子等
炎症介质。
支气管哮喘属中医“哮证”范畴。哮症发生，主要是内有
宿饮内伏于肺，复受六淫之邪，饮食、劳倦、情志等因素刺激
而发病。六淫之邪侵肺，未得及时宣散，致肺气不利。因痰为
阴邪，应当温化。其急性发作期为外感六淫之邪侵袭于肺卫，
导致肺失宣降，呼吸不利，气逆喘鸣，咳嗽痰多，表现为邪实
为主，病变重点在肺，以痰阻气闭为基本病机。总之哮喘的急
性发作期为外感六淫之邪和痰饮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的热
咳喘胶囊中方中全栝楼清热化痰、宽胸散结；麻黄，辛温微苦，
入肺与膀胱经，具辛散、温通、苦降之性，善开胺理、透毛窍、
通经络、宣肺平喘之要药；地龙，清热息风，通络，平喘，常
用于肺热哮喘，三药合用具有宣肺平喘、清热止咳化痰之功故
为君药，炒葶苈子、桑白皮常共同配伍以泻肺平喘；马兜铃清
肺化痰，止咳平喘；炙僵蚕化痰散结；法夏燥湿化痰，降逆止
呕为燥湿化痰之要药；紫苑润肺化痰止咳，百部润肺止咳、天
竺子清热化痰上述药物均具有助君药清热化痰、止咳平喘为臣
药，方用杏仁降气止咳平喘，同麻黄一宣一降增强平喘之功，
橘红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以绝生痰之源，青黛、蛤粉常相须为
用共奏平喘之功，黄芩清热燥湿引药入肺经共为佐药，甘草润
肺止咳，调和诸药为使药。全方配合起到肺气得宣，痰热得解，
则喘咳痰多诸证自除。现代药理学研究麻黄[3]可松弛支气管平
滑肌，增加肺灌流量，杏仁能镇静呼吸中枢，地龙、僵蚕含有
的次嘌呤醇有舒张支气管的作用且地龙能抑制嗜酸性粒细胞
（Eos）增多。瓜萎皮中提取的总氨基酸有良好的祛痰作用，
桑白皮[4]对于呼吸系统的作用表现在抗炎、平喘、镇咳、祛痰
[4]

等方面。半夏、陈皮 有抗炎、抗过敏镇咳、解毒的作用，甘

部，经外奇穴定喘、天突穴常合用，二穴既是传统治疗哮喘
的特效穴，也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证实的快速平喘穴；而肺
俞穴也是临床最常用的治疗哮喘的穴位。同时，这两个穴位
均位于背部靠近脊柱内脏植物神经根的位置，从现代生理学
理论来说，也具有止咳平喘的作用。足三里穴因其具有健脾
益胃，强壮机体的作用，诸虚百损的常用穴，是防病和抗衰
老的重要穴位之一，故“保健穴”和“长寿穴”之称。丰隆
为祛痰要穴，足三里与丰隆结合具有健脾化痰祛湿的作用，
二者合用以祛脾虚生痰之源。采用电针刺激有助于针刺研究
标准的客观统一，减少误差。
本课题选用中药和针刺结合的复合性治疗方法，它即弥
补了传统针灸疗法的针刺时间短及就诊次数多等缺点，同时
也弥补了单纯中药疗法的不足。它能调节气血阴阳、扶正祛
邪，体现了内病外治之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本课题希望
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对针刺及中药结合在治喘疗效进行临床
研究；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及相关研究内容的发
表，推广中医治喘在国内外的接受度，还希望通过本课题的
研究解决一些临床实际问题：比较针药结合、单纯针刺、单
纯中药、常规西药对哮喘疗效的差异，以期发现最有效的治
疗哮喘的临床方案。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支气管哮喘的
定义诊断、治疗及教育和管理方案)[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3,26(3):132138
[2]中药方剂的药理与临床研究进展[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85
[3]现代中药药理与临床[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4
[4]中华医学会.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3,20(5):
26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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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维真，通讯作者。

草具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并能增强和延长可的松效果，而减
少其副作用。
在针刺选穴方面，根据现代医学者们有关针灸治疗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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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脉散调节大鼠慢性肝衰竭内毒素血症的机理研究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Shengmai powder on regulating chronic hepatic
failure endoxemia in rats
马文峰 1 周小舟 1 孙新锋 1 黄俏光 2 徐文军 1 徐韶敏 1 占伯林 1
（1.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深圳医院国家中医肝病重点专科，广东 广州，528401；2.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广东 深圳，518033）
中图分类号：R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08-03

证型：BDA

【摘 要】 目的：探讨生脉散调节慢性肝衰竭大鼠内毒素血症的作用机理。方法：CCL4 腹腔注射法建立大鼠慢性肝衰竭模
型，在此基础上以 LPS 攻击以建立慢性肝衰竭内毒素血症模型，用生脉散治疗并与对照组比较。取造模后 2h 时间点，检测大鼠
血清 LPS（内毒素）与细胞因子如 TNF-a，IL-6，ICAM-1 水平。结果：2h 后生脉散可减低慢性肝衰竭内毒素血症大鼠血清 LPS、
TNFα、IL-6，ICAM-1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慢性肝衰竭状态下，可存在不同程度的内毒素血症，并引起
细胞因子水平变化，生脉散通过调节内毒素及细胞因子水平是其起到治疗作用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慢性肝衰竭；内毒素血症；细胞因子；生脉散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Shengmai powder in regulating rat endoxemia from chronic hepatic failure.
Methods: Chronic hepatic failure rat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CCl4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method. Based on that, LPS was given to
establish chronic hepatic failure endoxemia. The effect of Shenmai powder was investigated by comparing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ents of LPS and cytokines including TNF-α,IL-6, ICAM-1 in serum were detected 2h after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Results:
Shengmai powder decreased the contents of LPS and cytokines including TNF-α,IL-6, ICAM-1 in serum significantly (P<0.001).
Conclusion: Shengmai powder could significantly regulate the contents of LPS and cytokines in rats with chronic hepatic failure
endoxemia.
【Keywords】 Chronic hepatic failure; Endoxemia; Cytokine; Shengmai powd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04
临床观察发现内毒素血症是急、慢性肝衰竭患者死亡的重

将中药浸泡，文火煎两次，去渣合并，浓缩为含中药 4g/ml，4℃

要原因。而本期以气阴两虚证型多见，临床以生脉散治疗，可

保存备用。

明显改善临床症状、延长生存时间。生脉散最早见于金•张元

1.1.3 试剂：CCL4 与植物油（金龙鱼牌葵花籽油）按 4∶6 混

素《医学启源》
：
“麦门冬，气寒，味微苦甘，治肺中付火，脉

合；大肠杆菌脂多糖（LPS）E.Coli0111：B4 为 Sigma 公司产

气欲绝，加五味子、人参二味，为生脉散，补肺中元气不足”。

品；鲎试剂盒购自上海医学化验所；TNF-α，IL-6，ICAM-1ELISA

LPS 可刺激机体效应细胞启动和调控一系列参与炎症反应的炎

试剂盒；其它试剂为国产或进口分析纯。

症因子的表达。白介素-6（IL-6）是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既

1.1.4 仪器：－80℃超低温冰箱（日本 SANYO 公司产品）；

可由淋巴细胞产生，也能由非淋巴细胞合成。在体内免疫反应

Ultrospec-3300 型分光光度仪；550 型酶标仪（美国 BIORAD

调节、血细胞的增生、防御机制和急性期反应中起中心作用。

生产）
。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前体是以跨膜蛋白的形式存在于细

1.2 方法

胞内，很多细胞都能合成 TNFα，TNFα 的合成受到很多因素的

1.2.1 大鼠慢性肝衰竭内毒素血症模型建立：大鼠购回后先在

影响。其生理功能对很多细胞的生长、分化和代谢都有影响。

广州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SPF 级动物房饲养 5d 再开始实

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目前研究具备多种生物活性，参

验。实验开始时称大鼠体重，随机将 50 只雄性 SD 大鼠分为 5

与炎症反应。本研究对慢性肝衰竭内毒素血症大鼠 2h 时间点的

组，即正常对照组（Control）、慢性肝衰竭模型组（CCL4）、

内毒素及细胞因子水平变化进行动态观察，以分析生脉散对慢

慢性肝衰竭模型加生脉散组（CCL4＋SMS）
、慢性肝衰竭模型

性肝衰竭血症大鼠的治疗作用机理。实验方法及结果报道如下。

加 LPS 组（LPS）
、慢性肝衰竭模型加 LPS 加生脉散组（LPS

1

材料与方法

＋SMS）
，每组各 10 只。用 CCL4 混合液造模。实验开始时称
大鼠体重，按 10ml/kg 剂量给大鼠腹腔注射 CCL4 混合液，每

1.1 材料

周注射 2 次，共注射 60d 后内毒素血症组按 0.4mg/kg 剂量注射

1.1.1 动物：50 只实验用成年雄性 SD 大鼠，体重（200±20）

LPS（慢性肝衰竭模型造模成功标准为大鼠出现中－大量腹水，

g， 购于广 州中医 药大学 实 验动物中 心（动 物合格 证编 号

慢性肝衰竭模型造模及慢性肝衰竭模型加 LPS 组造模过程中

0019438，粤监字 2006A014）
。

大鼠极易死亡，因此注射时间及剂量由预实验确定在保证模型

1.1.2 药物：生脉散由人参、麦冬、五味子组成，用药比例为 9∶

成功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大鼠死亡率）
。加 LPS 组注射 LPS 完毕

9∶6，红参为集安市新开河有限责任公司出品（XA050809）
；

后 2h 心脏取血。其它各组大鼠同时处死取材。
（其它各组非加

麦冬及五味子购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按传统方法

用 LPS 组大鼠由于造模时间长可忽略处死准确时间。各组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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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同样处理：以注射同体积的生理盐水，并以同体积纯净水喂

工作液按每孔 0.1ml 依次加入（TMB 空白显色孔除外）
。37℃

养代替药物。
）

反应 30min。
⑧0.01MTBS 或 0.01MPBS 洗涤 5 次，
每次浸泡 1～

1.2.2 动物分组与给药生脉散：治疗组于注射 CCL4 后 2 周开

2min 左右。⑨按每孔 90μι 依次加入 TMB 显色液，37℃避光反

始喂服生脉散中药煎剂，7g/kg/d，1 次量相当于成人每日单位

应 20～25min。

体重用量。LPS 组造模后 2h 时间点后分别从各组动物心脏取

1.4 统计学处理方法
用 SPSS11.0 统计软件处理实验数据，单因素方差分析，

血，分离血清，留取肝脏标本。于注射 LPS 前 1h 灌服生脉散
中药煎剂，每次 70g/kg，相当于成人等效剂量 10 倍，药物剂
量按照 60kg 成人体表面积换算。正常对照组：注射同体积的
生理盐水，并以同体积纯净水灌胃代替药物。

均数间两两比较。结果以均数土标准差（ x ± s ）表示。
2

结

果

2.1 正常组与肝衰组肝脏组织切片光镜观察结果

1.3 指标检测
1.3.1 肝脏组织病理变化：用 CCL4 混合液，每周注射 2 次，
共注射 60d 后后取肝脏组织经固定，染色，石蜡包埋，切片，

正常组细胞结构完整，肝衰组出现细胞坏死，细胞出现大
量空泡，胞核溶解，固缩，见图 1，2。

40 倍显微照相。
1.3.2 各组大鼠 2h 时间点血清 LPS 检测：采用鲎试剂法，按照
试剂盒说明操作。
1.3.3 各组大鼠 2h 时间点血清 IL-6，ICAM-1，TNF-αELISA 检
测：已稀释好的 ABC 和 TMB 显色液在加入酶标板孔前都应预
先在 37℃中平衡至少 30min。试剂或样品稀释时，切不可忘记
混匀。每次检测都应该做标准曲线。估计样品待测因子的含量，
决定适当的稀释倍数。①确定本次检测所需的已包被抗体的酶
标板孔数目，并增加 1 孔作为 TMB 空白显色孔。总数＝样品
数＋9；做双份检测时×2。②将不同浓度的标准品各 0.1ml 依
次加入一排 7 孔中，1 孔只加样品稀释液的作为零孔。③酶标
板加上盖，37℃反应 90min。④反应后用自动洗板机吸去酶标
板内的液体；或甩去酶标板内液体，再对着吸水纸拍几下。不
洗。⑤将准备好的生物素抗体工作液按每孔 0.1ml 依次加入
（TMB 空白显色孔除外）
。37℃反应 60min。⑥0.01MTBS 或
0.01MPBS 洗涤 3 次，每次浸泡 1min 左右。⑦将准备好的 ABC

图 1 正常对照组

图 2 肝衰竭模型组

2.2 生脉散对各组大鼠 LPS 攻击 2h 时间点血清 TNF-α、
ICAM-1、IL-6、LPS 水平的影响
2h 时 间 点 肝 衰 竭 模 型 组 大 鼠 较 正 常 组 血 清 TNF-α 、
ICAM-1、IL-6、LPS 升高，其中生脉散对 ICAM-1、LPS 抑制
作用显著（P<0.001）
；注射内毒素后可促进 TNF-α、ICAM-1、
IL-6、LPS 升高，其作用可被生脉散抑制（P<0.001）
。
2.3 2h 生脉散对慢性肝衰竭大鼠血清 ICAM-1，IL-6，TNF-α，
LPS 含量的影响
见表 1。

表 1 2h 生脉散对慢性肝衰竭大鼠血清 ICAM-1，IL-6，TNF-α，LPS 含量的影响（n=5， x ± s ）
组别

n

TNF-α（pg/mL）

IL-6（pg/mL）

ICAM-1（pg/mL）

LPS（EU/mL）

Control 组

10

10.92±5.02

4.79±0.57

4215.50±942.79

0.039±0.004

CCL4 组

10

17.55±2.39

64.50±18.79

25100.00±5258.85

0.225±0.012

CCL4+SMS 组

10

3.00±1.00

17.20±3.12

9490.00±2725.78*

0.060±0.006*

LPS 组

10

19750.00±9655.17

5615.00±4904.50

41000.00±7859.88

0.517±0.045

LPS+SMS 组

10

4150.00±5720.63#

24900.00±14325.79#

1136.00±2037.97#

0.312±0.003#

注：*：CCL4 组与 CCL4+SMS 组比较；#：CCL4+LPS 组与 CCL4＋LPS＋SMS 组比较。P<0.001。

3

讨

论

内毒素激活免疫细胞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参与
早期的炎症反应，炎症细胞被激活后处于一种“激发状态”，
如 LPS 持续刺激则超量释放炎性介质，并形成“瀑布样效应”
。
这种失控的炎症反应不断发展是 LPS 导致细胞损伤、器官衰竭
的主要原因。IL6 是一种糖蛋白，分子量 21KD-28KD。人的 IL-6
的前体有 212 个氨基酸。成熟形态为 185 个氨基酸。肿瘤坏死
因子-α（TNF-α）前体是以跨膜蛋白的形式存在于细胞内，在

认为是有抗肿瘤活性，现在已明确不仅能调节肿瘤细胞的生
长，对很多细胞的生长、分化和代谢都有影响。TNFα 是免疫
宿主反应的快速反应因子。其另一特点是在免疫疾病中有病理
性作用。白介素-1β（IL-1β）前体在细胞内合成后，被酶剪切
为成熟形态后排出到细胞外。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目
，2]

前研究具备多种生物活性，参与炎症反应。研究[1

认为，各

因子或介质具备多种生物活性，可扩大炎症反应又可为抗感染
因素，并且可以相互诱生，相互调节，交叉共用，构成一个关

细胞外被剪切成 17KD 的成熟形态（157 个氨基酸）
。活性的

系复杂、高度偶联的网络系统。这一网络不能通过单一因素阻

TNFα 以三聚体的形式存在。很多细胞都能合成 TNFα，包括各

断，治疗方面则希望将体内炎性介质与介质抑制物，感染因子

种免疫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T、B 细胞、粒细胞、NK

与抗感染因子之间达到动态平衡。LPS 通过细胞内信使分子，

细胞）和非免疫细胞（上皮细胞、纤维细胞、肌细胞、Kuppfer

使细胞浆内的核因子 NF-KappaB 易位，激发相关基因的转录

细胞等）
。TNFα 的合成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生理功能最早

翻译等过程，产生细胞因子和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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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素类 ILs 等，进而激发炎症反应。TNF-α 是一种具有广泛

Physiol 2006,290(4):622-645

生物活性的非特异性炎性介质，目前认为它是细胞因子级联反

[2]Cohen, R. I, Hassell, A. M., Ye, X., Marzouk, K. and Liu, S.F.

应的起始因子。近年，国外虽然对抗内毒素治疗的有效途径进

Lipopolysaccharide down-regulates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expression

行了一系列探讨，但临床上尚未取得满意效果。临床上生脉散

in swine heart in vivo[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2003,307(3):451-458

可直接减轻内毒素血症的内毒素水平，不仅可减少炎性介质的

[3]黄仁发,陈立平,龙若庭,等.生脉注射液联合结肠透析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

产生，而且也阻断了炎性介质及内毒素本身对机体的损伤。近

的临床观察[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5(1):32-42

年，国外虽然对抗内毒素治疗的有效途径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4]马文峰,周小舟.中药调节 LPS 诱导细胞信号途径的研究进展[J].中医杂志,

但临床上尚未取得满意效果。多年来，临床上以生脉散用于内

2006,47(47):226-228

毒素性休克疾病的临床治疗并收到显著疗效[3-4]。本研究采用内
毒素的主要化学成分脂多糖（LPs）建立大鼠慢性肝衰竭内毒素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择优项目（2005LHR06）和深圳

血症模型，检测内毒素感染动物后机体致炎因子 TNF-a，IL-6，
ICAM-1 含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观察生脉散对致炎与抗炎因

市科技重大项目（JH200505260247A）
。

子的影响。结果表明，生脉散能调节血清 TNF-a、IL-6 和 ICA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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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生脉散可显著降低内毒素血症模型大鼠以上细胞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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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因而，中医药治疗内毒素性疾病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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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特应性皮炎的随机对照研究
Random control study on treating A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胡永顺 1 张宝霞 2 郭玉平 3
（1.安阳市中医药学校附属医院，河南 安阳，455000；2.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南 安阳，455000；3.安阳市中医院，河南
安阳，455000）
中图分类号：R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10-03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评价中西医结合治疗特应性皮炎（AD）的疗效。方法：采用多中心、随机对照平行设计，将 146 例 AD
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用中西医结合（氯雷他定内服＋糠酸莫咪松霜外用＋中药内服）治疗和仅用西药治疗，疗程
4 周。治疗结束时行基于研究者总体评估（IGA）评分，于疗前及疗后第 l、2，3、4 周时访视湿疹面积与严重度指数（EASI）评
分，随访治疗成功者 12 个月内的复发情况。结果：①治疗结束时研究组 IGA 评分 0、1、2、3、4 和 5 级者分别是 5、18、32、13、
4 和 1 例，对照组分别是 2、9、34、12、10 和 6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753，P=0.006。②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EASI 评
分逐渐降低（F=184.36，P=0.000）
，且研究组降低程度大于对照组（F=18.156，P=0.000）
。③研究组和对照组治疗成功者 12 个月
内的累计复发率分别是 39.13%和 81.82%，对照组复发的风险是研究组的 3.118 倍（HR=3.118）
，P=0.017。结论：中西结合治疗
AD 较单纯西药治疗具有较佳的改善症状体征、降低复发的效果。
【关键词】 皮炎；特应性；中西医结合；随机对照试验；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atopic dermatitis. Methods: 146 A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Loratadine for oral use and Mometasone furoate for external us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for oral use more. After treatment, the IGA scores were undertaken. And the patients were selected to follow-up
visit for 12 months based on the EASI score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re were 5, 18, 32, 13, 4 and 1 cases of the IGA scores 0, 1,2,3,4 and 5
respectively in the treated group, 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2,9,34, 12, 10 and 6 cases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Z=-2.753,
P=0.006). EASI scores stepped down along with the therapy time, and the reduction degre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F=18.156, P=0.000). The accumulative recurrence rates in 12 month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39.13% and 81.82% respectively. That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3.118 times as much as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7).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d more effective and lower recurrence rates than simple modern medicine on AD therapy.
【Keywords】 Dermatitis; Atopic; Integrative medicin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05
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AD）是以剧烈瘙痒、慢性

复发为特征的变态反应性皮肤病。我国以秦岭-淮河为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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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患病率分别为 48.2%和 26.4%[1]。因其病程迁延，反复发作，

IGA 是针对特应性皮炎主要炎症体征的评估方法，共分为

发病原因及机理不明，治疗上颇为困难。本研究采用多中心随

6 个级别，标准见表 1。IGA 0 级和 1 级被定义为治疗成功。

机对照设计，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 AD 的疗效和对复发的影响。

1.4.2 次要疗效指标

1

湿疹面积与严重度指数（Eczema Area and Severity Index，

对象和方法

EASI），参照文献[4]方法进行评分。访视时点为治疗前，治疗

1.1 研究对象

后 1 周、2 周、3 周、4 周。

146 例 AD 患者分别来源于安阳市中医药学校附属医院，

1.4.3 随访

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安阳市中医院就诊的患者。入选对象符

治疗结束后，两组治疗成功病例每 2 个月随访 1 次，随访

合 Williams 诊断标准[2]，基于研究者的总体评估（Investigators

时间 2～12 个月，治疗成功后随访时 IGA 上升 2 个级别者定义

Global Assessment，IGA）[3]评分 2 级或以上，估计遵医依从性

为复发，复发时间从治疗结束后算起。见表 1。

好，患者和/或监护人知情同意。排除非 AD 的其他皮肤病，妊

表 1 1IGA 评分标准

娠或哺乳期妇女，近 1 个月内系统服用抗组胺药、皮质类固醇

分级

评分标准

0级

完全消除，无 AD 的炎症体征

1级

几乎清除，刚可察觉的红斑、丘疹、浸润或水肿

组 73 例，男 39 例，女 34 例；年龄 2～66 岁，平均（20.63±15.36）

2级

轻度皮损，轻度红斑、丘疹、浸润或水肿

岁。对照组 73 例，男 42 例，女 31 例；年龄 2～63 岁，平均（21.24

3级

中度皮损，中度红斑、丘疹、浸润或水肿

±13.59）岁。两组基线资料均衡可比。

4级

重度皮损，重度红斑、丘疹、浸润或水肿

1.3 治疗方法

5级

严重皮损，伴有渗出或结痂的重度红斑、丘疹、浸润或水肿

激素药、免疫调节或抑制剂、光疗、有试验药物过敏史者。
1.2 分组与基线
各研究中心均随机数字表法分组，然后同质性合并。研究

对照组，氯雷他定片（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1.5 统计方法

H20070030）
，5 岁以下 5mg，5 岁以上 10mg，口服，1 次/d，

IGA 评分为有序等级资料，采用 Mann-Whitney 非参数检

患处皮损外涂适量糠酸莫米松乳膏（上海通用药业股份有限公

验，EASI 评分采用等距重复测量数据方差分析，复发情况比

司，国药准字 H20040853）
，1～2 次/d。研究组，在使用氯雷

较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和 Kaplan-Meier 法生存分析。统计软

他定和糠酸莫米松乳膏的基础上，加服自拟中医汤剂，处方：

件为 SPSS16.0。

黄芪 30g，党参 20g，山药 20g，薏苡仁 15g，茯苓 15g，苍术
2

12g，白术 20g，当归 12g，熟地 30g，僵蚕 10g，苦参 10g，白
鲜皮 15g，地肤子 15g，随症加减。加水 600ml，煎至 250ml，

结

果

2.1 IGA 评分比较

每剂 2 煎，合并煎液，早晚分服，12 岁以上患者 1 剂/d，12

治疗前两组 IG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岁以下患儿减半。

周结束时，研究组 IGA 总体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

1.4 评价指标

统计学意义，Z=-2.753，P=0.006，见表 2。

1.4.1 主要疗效指标
表 2 治疗 4 周时 IGA 评分比较 [n（%）]
分组

0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研究组

5（6.85

18（24.66）

32（43.84）

13（17.81）

4（5.48）

1（1.37）

对照组

2（2.74）

9（12.33）

34（46.58）

12（16.44）

10（13.70）

6（8.22）

注：Z=-2.753，P=0.006。

2.2 EASI 评分趋势变化比较

2.3 复发情况比较

分组因素的主效应、时间因素的主效应对 EASI 值的影响

研究组治疗成功的 23 例和对照组治疗成功的 11 例 12 个

均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EASI 评分逐

月内均有 9 例复发，累计复发率 39.13%和 81.82%，对照组复

渐降低（F=184.36，P=0.000）
，且研究组降低程度大于对照组

发的风险是研究组的 3.118 倍（HR=3.118）
，P=0.017，见表 3、

（F=18.156，P=0.000）
，见图 1。

图 2。

图 1 两组各访视点 EASI 评分趋势变化比较

图 2 两组复发曲线比较（Kaplan-Me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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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成功病例复发情况的 Cox 比例风险回归结果

3

讨

因素

B

SE

Wald

P

HR

HR 的 95%CI

分组

1.137

478

5.654

0.017

3.118

1.221-7.963

论

AD 的发病与加重可能与遗传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1]、
I 型变态反应、Th1/Th2 细胞亚群失衡、微生物、免疫异常等多
个因素有关。西医治疗 AD 的药物和方法很多，氯雷他定为高
效、作用持久的三环类抗组胺药，通过竞争性抑制外周组胺
H1 受体抑制过敏反应引起的各种症状。糠酸莫米松乳膏为一
合成的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抗过敏、止痒及减少渗出等作

研究进行了 12 个月的中远期随访观察，其结果显示：研究组
和对照组治疗成功者 12 个月内的累计复发率分别是 39.13%
和 81.82%，对照组复发的风险是研究组的 3.118 倍。刘源等
[11]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 AD，其治愈的 16 例中 12 周复

发 4 例，而单纯采用西医治愈的 7 例中 12 周复发 6 例，P<0.05。
说明中西结合治疗 AD 较好疗效的优势还不仅仅体现在近期
症状体征的改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能更好的延长复发和缓
解期。

用。

总之，与单用氯雷他定联合外用糠酸莫米松乳膏治疗相

本病与祖国医学病名的“湿疮”、“浸淫疮”、“血风疮”、
“四弯风”、
“奶癣”等相似[5]。
《诸病源候论》：
“夫内热外虚，
为风湿所乘，则生疮，所以然者，肺主气，侯于皮毛，脾主
肌肉，气虚则腠理开，为风湿所乘，内热则脾气湿，脾气湿

比，中西医结合治疗 AD 可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复
发。但其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则肌肉生热也。湿热相搏，故头面身体皆生疮，其疮痈如疱，
须臾生汁，热甚则变为脓，随瘥随发”。故本病病因病机为先
天禀赋不足，脾虚失运，或因饮食不当，助湿化热，加之复
感风、湿、热、毒，内外合邪，蕴于肌肤，郁而难化，津血
不布，肤失濡养，瘙痒无度。治疗上当健脾益气，除湿清热，
解毒止痒为大法。方中黄芪、白术、山药、党参补脾益胃，
薏苡仁、茯苓渗湿利水，苍术健脾燥湿，当归、熟地养血滋
阴润燥以治久病阴血耗伤太过，苦参、白鲜皮、地肤子清热
解毒、祛风止痒，AD 长期反复发作，瘙痒较甚，此乃久病风
邪入络之故，普通祛风解表之品难以凑效，虫类药物僵蚕具
有搜风通络止痒之功，局部应用糠酸莫米松乳膏以治肌肤之
标。如此标本兼治，正邪同顾，皮损修复，瘙痒得止。患者
的 IgE、IgG 和 IgG4 水平在 AD 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研究
发现 AD 患者血清 IgE 水平显著升高，而 IgG、IgG4 水平较
低，现代药理研究显示：健脾渗湿中药山药、薏苡仁组方可
以调节 IgE，IgG/IgG4 的平衡[6]，苦参有抗炎症、抗过敏及免
疫调节作用，特别是对 I 型和Ⅳ型变态反应有抑制效果[7]，黄
芪、白术、当归有抗炎、抗组胺、镇静、双向调节免疫、减
少复发等作用[8-9]。
本研究随机平行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治疗 4 周结束时研究
组 IGA 总体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06；两组随着治疗时
间的延长，EASI 评分逐渐降低，P=0.000，且研究组降低程度
大于对照组 P=0.000。一项纳入了 11 个文献的 Metea 分析结果
也证明中西医结合治疗 AD 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10]。
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 AD 对患者症状体征的改善更有优势。因
慢性反复发作是 AD 的主要特点之一，因此对疗效的评价必须

[1]李存涛,邵莉梅,裴小平,等.中国南北方特应性皮炎患者临床特征地域性差
异研究[J].安徽医科大学学报,2011,46(11):1212-1214
[2]Williams HC.The U.K.Working Party’s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atopic
dermatitis.Derivation of minimum set of discriminators for atopic dermatitis[J].
Br J Dermatol,1994,131:383
[3]Eichenfield LF，Lucky Aw，Boguniewicz M，et a1.Safety and efficacy of
pimecmlimus (ASM 981) cream l% in the treatment of mild and moderate
atopic dermatitis in children and adoleseents[J].J Am Acad Dermatol,2002,
46(4):495-504
[4]赵辨.湿疹面积及严重度指数评分法[J].中华皮肤科杂志,2004,37(1):3-4
[5]黄楚君,蔡坚雄,刘炽,等.特应性皮炎古籍文献的内容评析[J].时珍国医国药,
2011,22(6):1492-1494
[6]石汉振,曾冬玉,陈达灿,等.健脾渗湿法治疗特应性皮炎患者血清总 IgE、
IgG、IgG4 变化及疗效评价[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11,10(1):
20-22
[7]王如伟,刘洪浪,李颂华,等.复方苦参颗粒对重度特应性皮炎 51 例的治疗
效果[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11,10(4):222-224
[8]刘君丽,马景禄.健脾消风汤治疗特应性皮炎疗效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
2008,3(28):99-100
[9]金培志,叶秋华,沈明.健脾止痒颗粒治疗特应性皮炎 32 例疗效观察[J].河
南中医,2007,27(12):61-62
[10]王欣,孟丽华,林青梅,等.中西医结合治疗特应性皮炎的 Meta 分析[J].医
学创新研究,2008,5(21):3-6
[11]刘源,叶秋华,陈加媛,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特应性皮炎临床研究[J].南
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3(2):93-95

考虑复发的问题，纵观相关研究，探讨复发者少之又少，即便
有随访研究，随访时间仍然较短，很少超过半年[10]。为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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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通络合剂联合外用止痛合剂治疗痛风缓解期
6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0 cases of gout paracmasia with Wenyang
Tongluo misture for oral use and Zhitong misture for external use
李爱民 刘晓波
（山东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山东 青岛，266002）
中图分类号：R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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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温阳通络合剂、外用止痛合剂治疗痛风缓解期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60
例（口服温阳通络合剂及外用止痛合剂组）和对照组 60 例（口服温阳通络合剂组）
，治疗时间为 3 个月，观察治疗前后的相关指
标，观察两组疗效。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相关指标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温阳通络合剂和外
用止痛合剂对于痛风缓解期（中医辨证为寒湿痹阻型）患者均有显著的疗效；口服温阳通络合剂联合外用止痛合剂较单纯口服温
阳通络合剂在痛风发作关节数量、疼痛持续时间、疼痛程度、显效率等方面改善更为明显。
【关键词】 痛风缓解期；温阳通络合剂；外用止痛合剂；寒湿痹阻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Wenyang Tongluo misture for oral use combined with Zhitong misture for
external use on gout paracmasia.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Wenyang Tongluo misture for oral use onl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Zhitong misture for external use more.
Results: The indexes in both group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Wenyang Tongluo
misture for oral use combined with Zhitong misture for external use had notable effect on gout paracmasia.
【Keywords】 Gout paracmasia; Wenyang Tongluo misture; Zhitong misture for external use; Hanshi Bizu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06
痛风（Gout）是一种嘌呤代谢障碍引起的慢性代谢性疾

2

病，其主要临床特点除高尿酸血症外，还表现为急慢性关节
炎、痛风石、尿路结石、慢性肾炎，甚至肾衰竭等。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山东的人群调查显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男性为

诊断标准
目前大多采用 1977 美国风湿病学会制订的痛风诊断标准，

该标准尤其强调关节滑液和痛风结节中找到尿酸盐结晶，可依
此作为诊断痛风的“金标准”。但当取材困难或条件所限时，

5.79%，女性为 2.44%，痛风患病率 0.0352%。目前对于痛风

根据 12 条临床特征中具备 6 条，也能确定痛风的诊断。现将

急性期的治疗措施已经比较成熟，但针对痛风缓解期缺乏相

该诊断标准介绍如下。

对有效地控制，导致部分患者痛风反复发作，给患者造成了

①关节液中有特征性尿酸盐结晶。②用化学方法或偏振光

很大的身心和经济负担。山东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1 年 7

显微镜证实痛风结节中含尿酸盐结晶。③具备以下 12 条中 6

月～2012 年 5 月共收治 263 名 Gout 患者，其中 120 例属 Gout

条或 6 条以上者：a.急性关节炎发作多于 1 次；b.炎症反应在

缓解期（中医辨证为寒湿痹阻型），将这 120 名患者随机分

1d 内达高峰；c.急性单关节炎发作；d.患病关节可见皮肤呈暗

为治疗组 60 例（口服温阳通络合剂及外用止痛合剂组）和对

红色；e.第一跖趾关节疼痛或肿胀；f.单侧关节炎发作，累及第

照组 60 例（口服温阳通络合剂组），治疗组给予口服温阳通

一跖趾关节；g.单侧关节炎发作，累及跗骨关节；h.有可疑痛

络合剂，20ml/次，3 次/d，外用止痛合剂 250ml 冲兑 10～20

风结节 i.高尿酸血症；j.X 线摄片检查显示不对称关节内肿胀；

倍温水，外洗患处，2 次/d；对照组给予口服温阳通络合剂，

k.X 线摄片检查显示不伴侵蚀的骨皮质下囊肿；l.关节炎发作期

20ml/次，3 次/d，治疗时间为 3 个月，治疗前后对相关指标

间关节液微生物培养阴性。

进行观察，报告如下。
1

研究内容
将 120 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60 例（口服温阳通络合剂

符合以上①、②、③中任何一个条件者即可诊断为痛风。
3

入选标准
符合痛风诊断标准，且无急性关节炎发作者。中医诊断标

及外用止痛合剂组）和对照组 60 例（口服温阳通络合剂组），

准，主要采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治疗时间为 3 个月，观察治疗前后的相关指标，观察两组疗效、

准》：①关节无明显红肿热痛，关节遇冷后疼痛明显，喜暖恶

毒副作用，探索治疗该病的新方法。

凉，局部皮肤色暗，舌质淡或暗淡，苔白或白腻，脉沉或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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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多见于中老年男子，可有痛风家族史。常因劳累、感风寒等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痛风平均发作次数比较

诱发。③初起可单关节发病，以第一趾关节为多见，继则足踝、

组别

n（例）

治疗前（次/3 个月）

治疗后
（次/3 个月）

跟、手指和其它小关节，反复发作后，可伴有关节周围及耳廓、

治疗组

60

4.4±2.3

0.7±1.1

耳轮和趾、指骨间出现痛风结石。④血尿酸、尿尿酸增高。X

对照组

60

4.3±2.2

0.7±1.2

线摄片检查可示软骨缘邻近关节的骨质有不整齐的穿凿样圆
形缺损。
4

7.3 发作关节数量
两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发作关节数量明显下降，差异

排除标准

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治疗后相比，治疗组优于对照

痛风急性发作；过敏体质或对本药过敏者；合并心、脑、
肝、肾及造血系统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不符合纳入标准，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细结果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痛风发作关节数量比较

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定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或安全
性判断者。
5

评价标准

组别

n（例）

治疗前（个/次）

治疗后（个/次）

治疗组

60

4.2±1.9

1.0±0.3

对照组

60

4.1±1.9

2.0±0.7

7.4 持续时间

5.1 西医评价标准

两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发作持续时间明显下降，差异

针对患者治疗前后血尿酸水平、痛风发作次数、发作关节
数量、持续时间及疼痛程度（VAS 评分）进行疗效评价。

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治疗后相比，治疗组优于对照

5.2 中医评价标准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细结果见表 4。

证候疗效评定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①临床痊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痛风发作持续时间比较

积分减少至少 95%；②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
证候积分减少≥70%；③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
证候积分减少≥30%；④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
善甚至加重，证候积分不足 30%。

n（例）

治疗前（h/次）

治疗后（h/次）

治疗组

60

13.71±8.63

4.20±3.15

对照组

60

13.62±8.46

7.92±4.85

7.5 疼痛程度

注：计算公式（尼莫地平法）为：[（治疗前积分－治疗后
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6

组别

两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疼痛程度明显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两组治疗后相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细结果见表 5。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用 EXCEL2007 管理，数据用 SPSS13.0 版统计

表 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程度（VAS 评分）比较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组别

n（例）

治疗前

治疗后

数据均采用 x ± s（均数±标准差）表示，P 为双侧检验，P<0.05

治疗组

60

9.76±5.43

2.25±1.36

对照组

60

9.69±5.41

5.08±2.7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7.6 中医证候疗效评价

研究结果

两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8.33%，对

7.1 血尿酸水平
两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血尿酸水平均明显下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94）。详细结果见表 1。

照组总有效率为 96.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
显效率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细结果见表 6。
表 6 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疗效评价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尿酸水平比较
组别

n（例）

治疗前（umol/L）

治疗后（umol/L）

治疗组

60

659.56±108.17

237.32±85.30

对照组

60

660.79±109.37

238.43±86.38

注：血尿酸正常参考值：137～363umol/L。

7.2 痛风平均发作次数
两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痛风平均发作次数均明显下

8

组别

n（例）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0

4

36

19

1

98.33

对照组

60

3

19

36

2

96.67

小

结

通过对 120 例痛风缓解期患者的治疗情况分析，我们得出
以下结论。

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1）。详细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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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erebral arterial thrombos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刘凯娅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湖南
中图分类号：R74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15-02

郴州，423000）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疗效及临床分析。方法：2010 年 7 月～2012 年 7 月期间，我院诊治
的 90 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西药治疗）和观察组（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血府逐瘀汤）
，每组各 45 例，
治疗 4 周，对两组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进行观察和比较。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升高，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治疗期间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结论：对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显著，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
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疗法；血府逐瘀汤；缺血性脑卒中；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cerebral arterial thrombosis. Methods:
90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July 2010 to July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Xuefu Zhuyu decoction m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ide
effec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There were no side effects during the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d obvious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cerebral arterial thrombosis, worth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Xuefu Zhuyu decoction; Cerebral arterial thrombosis;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07
缺血性脑卒中作为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之一，近
年来，其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由于其致残率相对较高，严

等方面，两组患者没有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1]。单纯西医治疗缺

对照组采用常规西药治疗，给予降血压、降血糖、营养脑

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疗效及预后质量都不尽理想，近年来，随着

细胞，以及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抗感染等对症处理，4 周为 1

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医的临床作用，开始将中西医结合应用于缺

个疗程。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血府逐瘀汤，其处方为

血性脑卒中的治疗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并取得了

12g 桃仁，9g 红花，9g 当归，9g 生地黄，9g 牛膝，6g 赤芍，

医生和患者的普遍认可 。本研究中，2010 年 7 月～2012 年 7

6g 枳壳，6g 甘草，5g 川芎，5g 桔梗，以及 3g 柴胡。对于气

月期间，我院诊治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

血亏虚患者，加用 30g 黄芪和 30g 党参；对于肝肾阴虚患者，

加用血府逐瘀汤，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加用 12g 山茱萸和 20g 龟板；对于肝肾阳虚患者，加用 6g 附

以供临床参考。

子，以及 30g 杜仲；对于痰浊壅盛患者，加用 20g 石菖蒲和 15g

[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 年 7 月～2012 年 7 月期间，我院诊治的 90 例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西药治疗）和观察组
（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血府逐瘀汤）
，每组各 45 例。所有患者

半夏；对于多梦不寐患者，加用 20g 酸枣仁和 30g 龙骨；对于
抑郁明显患者，加用 30g 浮小麦，10g 炙甘草；对于偏瘫明显
患者，加用 10g 地龙和 10g 僵蚕。1 剂/d，水煎服，4 周为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治疗 4 周后，对两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进行观察和比

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订的缺血性脑卒中的

较。

诊断标准[3]，经颅脑 CT 或 MRI 检查，确诊为缺血性脑卒中。

1.4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4]

对照组 45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

①痊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90%，病残程度为 0

53.5～81.0 岁，神经功能评分为（30.0±3.0）分；观察组 45

级；②显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为 45%～90%，病残程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 53.0～81.5

度为 1～3 级；③有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为 18%～45%；

岁，神经功能评分为（29.5±3.0）分。在年龄、性别和原发病

④无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8%。总有效率＝痊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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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有效。

2

1.5 统计学方法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升高，P<0.05，差

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异有统计学意义，详细结果见表 1。

意义。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5

11（24.4）

13（28.9）

12（26.7）

9（20.0）

80.0

对照组

45

6（13.3）

9（20.0）

12（26.7）

18（40.0）

60.0

卡方值

4.29

P值

<0.05

2.2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药物治疗期间，两组患者都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3

讨

论

理作用，对于改善缺血半影区的血液循环，发挥积极的临床意
义，有助于神经细胞功能的恢复。
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升高，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也证实了上述理论观点，并且中

在西医学中，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多是由于脑组织缺血、缺

西医结合治疗期间，没有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总而言之，对

氧导致的脑组织坏死，以及意识障碍、偏瘫、失语等神经系统

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降血压、降血糖、营养脑细胞，以及维

症状。缺血性脑卒中好发于夜间睡眠状态，患者多次日清晨起

持水电解质平衡，抗感染等对症处理基础上，给予血府逐瘀汤

床时，发现肢体无力、偏瘫、意识障碍等。缺血性脑卒中在中

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其临床疗效显著，明显改善患者的血液循

医学，属于中风范畴，淤血停滞在脑部，六府清阳之气、五脏

环系统，使患者气血畅通，明显恢复患者的神经、肢体运动和

精华之血，不能上行至脑，从而导致脑卒中。脑卒中患者多伴

语言功能，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质量，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有血小板聚集，以及血小板释放增加，血液粘稠度增高等特点，
所以，淤血内阻是导致缺血性脑卒中的关键环节，临床治疗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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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通络合剂和外用止痛合剂对于痛风缓解期（中医辨证
为寒湿痹阻型）患者均有显著的疗效；口服温阳通络合剂联合
外用止痛合剂较单纯口服温阳通络合剂在痛风发作关节数量、
疼痛持续时间、疼痛程度、显效率等方面改善更为明显。
参阅以往临床研究资料，别嘌呤醇、苯溴马龙等西药在降
尿酸方面疗效确切，但不良反应较多，不宜长期服用，故应该
重视中药、中成药在治疗痛风缓解期中的重要作用。
有效对痛风缓解期进行干预治疗，对于减少痛风的发作次
数、保护关节、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仍有待于远期观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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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效果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RA
张力琴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山东 烟台，2652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17-02

证型：DGI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效果。方法：80 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
观察组 40 例给予甲氨蝶呤＋尼美舒利片＋中药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照组 40 例给予甲氨蝶呤＋尼美舒利片为西药治疗，对两组
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2.5%，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疗效显著，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能够缩短疗程，且无明显的毒副作用。
【关键词】 类风湿关节炎；中西医结合；甲氨蝶呤；尼美舒利；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o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ethotrexate and Nimesulid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m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7.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2.5%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Keywords】 RA;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trexate; Nimesulide;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08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原因

有以下四点诊断标准：①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ARA）修

不明的以关节和关节周围组织的非感染性炎症为主的系统的、

订的类风湿关节炎诊断分类标准，患者年龄在 16～70 岁之间；

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RA 进行性发展，一旦发病就会反

②患者均无影响治疗及检测指标的疾病，如血液及内分泌系统

复发作，最终关节出现肿胀变形、僵直，且伴有关节功能障碍

疾病、活动性胃肠病变以及过敏性体质等；③患者均愿意接受

或者丧失，患者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该病患者的发病率随

检查，且签署了同意参加本试验的知情同意书。④患者中无严

着年龄的增长而逐年增高，据我国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该病

重心、肝、肾等功能不全者和孕期、哺乳期妇女。

的患病率为 0.32%～0.36%，20～40 岁为发病的高峰年龄，女

1.3 方法

性患者通常为男性患者的 2～3 倍[1]。为了探讨类风湿性关节炎

①对照组给予单纯西药治疗，尼美舒利颗粒口服，2 次/d，

治疗的有效方法，作者对我院 2009 年 3 月～2012 年 5 月期间

100mg/次，症状减轻后可逐渐停用；甲氨蝶呤口服，1 次/周，

接受诊治的 80 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现

10mg/次。②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自拟中药汤剂内服，组成：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双花 15g，青风藤 15g，忍冬藤 20g，稀莶草 20g，姜黄 10g，
地龙 15g，乌梢蛇 15g，泽兰 10g，黄芪 20g，木瓜 10g，当归
15g，党参 15g，没药 15g，鸡血藤 20g，川芎 l0g，甘草 10g。
风寒者加细辛 3g，附子 10g，湿热者加苍术 15g，防己 10g，

分析我院 2009 年 3 月～2012 年 5 月接受诊治的类风湿关

黄柏 15g，肝肾亏虚者加全蝎 2g，熟地黄 30g，蜈蚣 3g，赤芍

节炎患者 80 例的临床资料，其中 40 例行中西医结合治疗为

15g，山茱萸 15g。水煎服，1 剂/d，毎剂煎 2 次，分早晚 2 次

观察组，另外 40 例行西药治疗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符合美

口服。两组均连续用药 3 个月。3 个月后评定疗效，观察两组

国风湿病学会（ARA）修订的类风湿关节炎分类标准。观察

的治疗情况。

组中，男性患者 11 例，女性患者 29 例，年龄 22～65 岁，平

1.4 观察指标

均年龄（43.57±3.42）岁，病程 1～11 年，平均病程（3.63

记录关节疼痛、关节肿胀、关节压痛和晨僵时间的变化等

±0.81）年；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12 例，女性患者 28 例，年

临床症状指标，以及类风湿因子、红细胞的沉降率、C 反应蛋

龄 21～64 岁，平均年龄（44.18±2.98）岁，病程 1～12 年，

白、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肾功等实验室检查指标。

平均病程（3.36±0.73）年。观察组和治疗组患者的性别比例、

1.5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2]

年龄以及病程等基本情况均无明显差异（P>0.05），可以进行

临床疗效分为三种：①显效表现为：晨僵、疲劳和关节疼

对比分析。

痛均基本消失，且关节肿胀也明显减轻，类风湿因子转阴，红

1.2 诊断标准

细胞的沉降率、C 反应蛋白正常或者接近正常。②有效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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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僵、疲劳和关节疼痛只是明显减轻，且关节肿胀有所好转，
类风湿因子和红细胞的沉降率、C 反应蛋白也有改善。③无效
表现为：主要症状、体征整体无明显改善，类风湿因子和红细

料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经过治疗，观察组 40 例中，显效 18 例，有效 21 例，无

胞的沉降率、C 反应蛋白改善也不明显。总有效率=显效率+有

效 1 例，总有效率 97.5%；对照组 40 例中，显效 9 例，有效

效率。

20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 72.5%。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1.6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的对比
组别

例数（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18

21

1

97.5

对照组

40

9

20

11

72.5

<0.05

>0.05

<0.05

<0.05

P

3

讨

论

3.1 类风湿关节炎的特征和可能病因
类风湿关节炎的主要特征为关节滑膜慢性炎症病变，属于
自身免疫性疾病，有较高的发病率和致残率。越来越多的文献
已经表明通过早期的积极治疗能够阻止关节的进一步破坏，减
少患者的致残率。由于类风湿关节炎至今不明其病因，所以目
前尚无法根治。近些年来，有很多学者不懈努力的对该病的病
因和发病机理进行研究，现已有了分子水平的认识。学者们得
到的研究成果普遍的证实了一种机制：类风湿关节炎的形成是
由于抗原或者自身抗原与 CD4＋淋巴细胞结合，使淋巴细胞激
活，活化的淋巴细胞进而刺激单核/巨噬细胞释放出单核因子。
这些单核因子作为主要的致炎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是引起类
风湿关节炎的炎症、粘附和后期关节畸变的主要因素，是新生
血管增生和骨质减少的重要原因[3]。祖国医学认为类风湿关节
炎属“痹症”
、
“历节风”等范畴，主要表现为关节红肿、疼痛、
灼热、低热、虚烦、盗汗等现象，同时属于中医白虎历节、痛
痹、热痹之辨正范围。张从正在他撰写的《儒门事亲》一书中
提出了痹证的病因，即“痹证以湿热为源、风寒湿为兼、三气
和而为痹”
，阐明了致痹的重要原因是湿热[4]，当代绝大多数的
医学家也认为类风湿关节炎以湿热痹阻为主。
3.2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疗效
类风湿关节炎有久病不愈的特点，患者容易产生情志抑
郁，同时因为生活质量下降，社会活动减少、心理负担和经济
负担加重等原因，进而引发气虚血亏和气血津液的运行失常，
这时中医治疗以祛邪为主和扶正为辅，治疗时坚持清热利湿，
活血化瘀止痛，佐以益气补血。中药汤剂以双花、青风藤、忍
冬藤、稀莶草为君药，清热解毒，祛风除湿，现代药理研究证
明，清热解毒药具有抗病毒、抗菌、抑制自身抗体形成的功能，
能够促进免疫复合物清除。姜黄有破血行气，通经止痛之效；
乌梢蛇、地龙活血散瘀，搜风通络止痛；鸡血藤、川芎、泽兰、
没药、木瓜等理气活血化瘀、利湿消肿；上述药物共为臣药。
当归、党参、黄芪具有益气补血活血作用，可抑制血管增生，

止痛、益气补血之功。
甲氨喋呤是国内外公认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首选药物，
因为其能够促进自然杀伤细胞的增殖，对免疫反应进行调控，
新生血管的形成被阻止，炎性细胞在关节滑膜小血管处的集结
也被抑制，其对体液免疫也有明显的影响，可以抑制类风湿关
节炎的病情发展，减缓对骨关节的侵蚀，改善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的临床症状[6]。尼美舒利是强选择性的环加氧酶抑制剂，在
世界上第一个上市，是 COX-II 有效的抑制剂，有较好的抗炎
解热和镇痛作用。在进入关节软骨细胞时，能够抑制溶解素的
释放，蛋白酶活性被阻断，软组织损伤得到有效的治疗[7]，具
有止痛和消炎作用。
3.3 小结
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可以迅速缓解患者症状，控
制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保护关节和肌肉的功能，关节畸形病变
减少，有效减轻患者痛苦，延缓病程的发展，患者的生存质量
得到提高，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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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15-116
[2]刘青松,朱兴春,邢艳,等.丹参诱导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成纤维样滑膜细胞中
Fas/FasL 的表达[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0,32(22):2452-2455
[3]张怀礼.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60 例疗效观察[J].中外健康文摘,
2012, 9(21):68-69
[4]龙渊,文继红,张瑞荔,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医药防治思路[J].云南中医
中药杂志,2011,32(1):7-8
[5]蒋勇前,粱清华,熊新贵,等.痹肿消汤干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蛋白质组学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30(11):1160-1164
[6]黄传峰.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研究[J].中国中医药咨讯,
2012,4(1):161
[7]游绍勤.中西医诊治在类风湿关节炎中的临床观察[J].健康必读(中旬刊),
2012,11(4):93-94

有助于促进组织修复，改善关节功能[5]；甘草益中气，补脾土，
调和诸药，共为佐使药。全方共奏清热利湿、活血化瘀、通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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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结合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with the Guizhi Shaoyao
Zhimu decoction plus with acupuncture
朱小磊 1 郭艳幸 2 李 峰 2
（1.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8；2.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洛阳，4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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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结合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治疗组应用桂枝芍药汤结合针灸治疗，对照组采用甲氨蝶呤片结合针灸治疗，将两组患者的治疗总体疗效、各项症状、
体征变化情况、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比较。结果：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各项症状、体征缓解程度均优于对照组（P
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结合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好，且安全性高，可较快缓
解疾病状况。
【关键词】 桂枝芍药知母汤；类风湿性关节炎；针灸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Guizhi Shaoyao Zhimu decoction plus acupuncture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he Guizhi
Shaoyao Zhimu decoction plus acupunctur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ethotrexate tablets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To compare
the total efficacy, the symptoms, signs changes and adverse reaction rate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ymptoms and signs remission degree were also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with the Guizhi Shaoyao Zhimu decoction plus acupunctur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is safety and fast.
【Keywords】 The Guizhi Shaoyao Zhimu decoction; Rheumatoid arthritis; Acupun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09
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医将其归属于

周。②3 个或 3 个以上关节部位关节炎，病程≥6 周。③手关

“痹证”
、
“历节”范畴。其治疗棘手，反复发作，缠绵难愈，

节炎：在近端指间、掌指、腕关节区中≥1 个区域有关节肿胀，

可引起关节软骨及骨的破坏，最终造成关节畸形、功能障碍。

病程≥6 周。④对称性关节炎：双侧关节同时受累（双侧近端

[1]

因其致残率较高，因此对于其治疗应该引起重视 。因此，对

指间关节、掌指关节及跖趾关节受累，不一定绝对对称），病

其的治疗既要提高疗效及显效的速度，也要注重用药的安全

程≥6 周。⑤类风湿结节。⑥类风湿因子阳性，并且滴度>1∶32。

性。现就我院采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结合针灸治疗类风湿性

⑦放射学改变：腕关节及手关节摄片可见骨侵蚀或肯定的局限

关节炎的疗效进行观察，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性脱钙或受累关节旁的明显脱钙。以上 7 项中至少有 4 项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6 月～2012 年 5 月于我院采用桂枝芍药汤结
合针灸治疗的 120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
对照组。治疗组的 60 例患者中，男性 22 例，女性 38 例，

现的患者，可以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
1.3 纳入标准
①年龄在 18～65 岁之间；②符合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诊
断标准；③符合类风湿性关节炎热痹型的诊断标准。
1.4 排除标准
①合并其它严重风湿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硬皮

年龄 25～72 岁，平均（48.5±3.6）岁，病程 2 个月～16 年，

病等；②哺乳期及妊娠期妇女；③有严重心、脑、肺、肝、肾

平均（4.9±3.6）年。 对照组的 60 例患者中，男性 20 例，

和造血系统疾病者、严重危及生命的原发性疾病患者；④对本

女性 40 例，年龄 22～75 岁，平均（47.8±2.6）岁，病程 3

药过敏者；⑤精神病患者；⑥晚期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关节严

个月～15 年，平均（5.2±2.8）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重畸形，丧失活动能力者；

病程及治疗前疾病活动状态比校，无显著性差异（P>0.05）
。

1.5 方法

1.2 诊断标准

治疗组：采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结合针灸进行治疗，组

参照 1987 年美国风湿病协会制定的类风湿关节炎诊断标

方为桂枝、防风、知母和当归各 15g，白芍药、炒白术、制附

准[2]：①晨僵：关节及周围组织晨僵感至少持续>1h，病程≥6

子和牛膝等各 10～30g，如疼痛明显则将制附子减量为之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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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如湿热者则加黄柏及金银花等，水煎服，2 次/d，连用 1

选：阳溪、外关、内关等；肘关节为主可选：曲池、手三里、

月为 1 疗程，治疗 2 个疗程。针灸治疗：根据疼痛部位选用合

尺泽、天井等。根据所选穴位，针刺得气后再以温针灸，其中

适的毫针，取百会、气海、关元，并配合邻近取穴，如疼痛以

气海、关元为每次都灸，其他穴位每次选 4～6 穴交替灸，1

跖趾关节为主可选穴：太冲、太溪、解溪、足临泣等；以膝关

次/d，15 次 1 个疗程。

节为主可选 ：犊鼻、内膝眼、鹤顶、梁丘；以踝关节为主可

1.6 评价标准

选：丘墟、昆仑、解溪、太冲、申脉、商丘、照海、太溪；以

参照证候疗效评定标准（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足背关节疼痛为主可选：太冲、冲阳、解溪、足临泣，配合足

则》根据文献拟定[3]：①临床治愈：症状全部消失，功能活动

三里、阳陵泉、阴陵泉等穴；以指间关节或掌指关节为主可选

恢复正常，主要理化检查指标正常；②显效：全部症状或主要

穴：八邪、合谷、后溪等；以腕关节为主可选：阳溪、外关、

症状消除，关节功能基本恢复，理化检查指标基本正常；③有

内关等；以肘关节为主可选：曲池、手三里、尺泽、天井等。

效：主要症状基本消失，主要关节功能基本恢复或明显进步，

根据所选穴位，针刺得气后再以温针灸，其中气海、关元为每

主要检查指标有所改善；④无效：和治疗前比较各方面均无改

次都灸，其他穴位每次选 4～6 穴交替灸，1 次/d，15 次 1 个疗

善。

程。

1.7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 SPSS16.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对照组：采用西药结合针灸进行治疗，主要为给予患者甲
氨蝶呤片用法用量：1 次/周，第 1 周 2 片，第 2 周 3 片，第 3

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

周 4 片，以后 4 片/周，以 1 个月为 1 疗程，治疗 2 个疗程。配

比较采用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合传统针灸治疗法：根据疼痛部位选用合适的毫针，取穴以邻

2

近取穴为主，如疼痛以跖趾关节为主可选穴：太冲、太溪、解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溪、足临泣等；以膝关节为主可选：犊鼻、内膝眼、鹤顶、梁
丘；以踝关节为主可选：丘墟、昆仑、解溪、太冲、申脉、商

由表 1 可以看出，治疗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91.67%，

丘、照海、太溪；以足背关节疼痛为主可选：太冲、冲阳、解

对照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81.67% ，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

溪、足临泣；配合足三里、阳陵泉、阴陵泉等穴。以指间关节

照组，两组病例治疗后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或掌指关节为主可选：八邪、合谷、后溪等；以腕关节为主可

（P<0.05）。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0

20

27

8

5

91.67

对照组

60

16

13

20

11

81.67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
。

2.2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体征比较
表 2 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症状体征均有改善，而治疗组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体征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组

治疗后

肿胀指数

功能障碍指数

晨僵时间

双手握力（kg）

16.58±5.08

12.71±3.18

3.56±0.27

1.71±0.36

6.32±2.45

4.74±1.52

治疗前

对照组

疼痛指数

△△☆☆

4.62±2.48

16.36±5.26

治疗后

5.97±4.68

△△☆☆

13.32±5.06
6.14±4.28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3

讨

△△☆☆

△△☆☆

0.92±0.65

△△☆☆

3.27±0.32
0.34±0.83

△△☆☆

0.68±0.43

△△☆☆

1.86±0.29
0.87±0.32

△△☆☆

10.72±3.43

△△☆☆

6.71±2.26
8.42±2.85

△△☆☆

△△

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1。

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于中医“痹证”、“顽痹”、“历节风”
范畴。中医学认为，本病是由于人体营卫失调，气血运行不
畅，经络阻滞，且感受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从而引起
肌肉、关节筋骨发生疼痛、酸楚、麻木、重作、灼热、屈伸
不利，甚或关节肿大。该病致残率高，同时，关节肿胀、疼
痛、功能障碍极大地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如何在病程早期控制、减缓滑膜炎的进展，改善

邪、通络止痛为治疗大法，并且在疾病的发展治疗过程中随
时调整方案。桂枝芍药知母汤可用于治疗手足多冷，恶寒不
热，可驱邪扶正，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有较好的效果，另外
针对不同的发病情况进行药方的调整，以达到针对每位患者
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治疗的目的，从而实现个性化治疗的
目的[4-5]。再在中药治疗的基础上结合针灸治疗，以能更好的
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以进一步加强临床疗效。
通过对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结合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

生活质量并降低致残率成为治疗的主要目标。中医治疗类风

炎的临床疗效进行研究，并与西药结合针灸的治疗方法进行对

湿性关节炎，遵循辨证论治原则。根据其病因病机以扶正祛

比，发现中药结合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临床症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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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有很大的改善，总有效率也提高，并且不良反应也更低。其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一辑)[M].北京:中

原理在于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具有祛风散寒除湿、温阳行痹和

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212-213

柔筋定痛功效，其结合针灸更能进一步加强其祛风散寒除湿的

[4]Kratz EM,Borysewicz K,Katnik-Prastowska I.Terminal monosaccharidescreening

功效。另外中药治疗相对于西药的安全性也值得肯定[6]。

of synovial immunoglobulins G and A for the early detectionof rheumatoid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结合针灸治疗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好，安全性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值得在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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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调控的实验研究[J].当代医学,2010,16(2):18-20
[6]高坤,符发年.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100 例疗效观察[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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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联合针灸治疗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retention enema
by Baitouweng Kushen decoction and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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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57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21-02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探讨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联合针灸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2 例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1 例，对照组给予柳氮磺胺吡啶片口服治疗，观
察组给予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联合针灸治疗，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并进行疗效评定。结果：观察组治愈率及有效
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联合针灸治疗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具有疗效好、不良反应少等优点，是一种较佳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 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针灸；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retention enema by Baitouweng Kushe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on treating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Methods: 62 patients of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collected from Septem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orally given sulfasalazine, whil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etention enema by Baitouweng Kushe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The improvements on
clinical symptoms in both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for efficacy evaluation. Results: The cure rate and the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Conclusion: Retention enema by Baitouweng Kushe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had significant
efficacy and seldom side effects on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Keywords】 Baitouweng Kushen decoction; Retention enema;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0
溃疡性结肠炎是临床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

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就诊时均伴有

为腹泻、腹痛、黏液脓血便等，具有起病缓慢、迁延难愈、易

不同程度的腹泻、腹痛及黏液血便等症状，且呈持续性或反复

复发等特点。我科近年来采用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联合针灸

发作，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腹部压痛感，大便常规检查可见红细

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临床上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胞、白细胞及少量脓细胞。均符合溃疡性结肠炎诊断标准[1]。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2 例慢

根据治疗方案不同，将 62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 31 例：男 19 例，女 12 例；年龄 19～61 岁，平均（36.21
±12.42）岁；病程 1 个月～14 年，平均（5.24±1.71）年；轻
型 20 例（腹泻 3～4 次/d，症状较轻）
，重型 11 例（腹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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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以上，腹痛等症状较为严重）
。对照组 31 例：男 18 例，

对于重度患者常规给予强的松口服或左氧氟沙星静脉点滴治

女 13 例；年龄 18～62 岁，平均（36.42±12.35）岁；病程 2

疗。

个月～15 年，平均（5.31±1.86）年；轻型 21 例，重型 10 例。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并进行疗效评定，本次
研究疗效评定标准参照张润莲等[2]研究标准，治愈：治疗结束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均给予柳氮磺胺吡啶片口服治疗，剂量：1g/

后，临床症状消失，结肠黏膜恢复正常；好转：临床症状基本

次，3 次/d。观察组患者均给予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联合针

消失，结肠黏膜仍有轻度炎症反应或有假息肉形成；无效：治

灸治疗，白头翁苦参汤处方：主药：白头翁 35g，苦参 20g，

疗结束后临床正常无改善，结肠黏膜及病理检查无改善。

薏苡仁 35g，明矾 35g，对于湿热型患者加用败酱草、地榆、

1.4 统计方法

黄柏各 15g，锡类散 5g；对于寒湿型患者加用苍术、桂枝、
白术、白及各 10g；对于脾肾虚弱型加用黄芪、山药、补骨脂、
附子、党参各 15g。将诸药冷水浸泡后煎至 1h，取汁 100～
200ml 放入储存器皿内，用常规灌肠器械于睡前进行药物灌
肠，灌肠时注意导管插入深度，一般进管深度为 15～30cm，

所得数据采用 SPSS1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
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灌肠速度以患者可耐受即可，1 次/d。同时进行穴位针灸治疗，

观察组治愈率为 77.42%，总有效率为 96.77%，对照组治

取脾俞、中脘、天枢、足三里、上巨虚穴位进行针刺，1 次/d，

愈率为 51.61%，总有效率为 77.42%，观察组治愈率及总有效

每次留针 30min。两组患者均在治疗 4 周后进行疗效评定。

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

观察组

31

24（77.42）

6（19.35）

1（3.23）

96.77*

对照组

31

16（51.61）

8（25.81）

7（22.58）

77.42

*

注：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2.2 不良反应

健脾之功效。且通过保留灌肠给药，可直接将药物作用于病灶，

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见与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对照组

起到促进溃疡愈合、抗菌消炎、止血消肿的作用。同时给予针

治疗期间出现轻度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皮肤瘙痒患者共 9

灸治疗，可对大肠经气进行调理，起到补虚泄实、扶正祛邪的

例（29.03%）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

作用，从而加快患者新陈代谢，提高溃疡病变组织的愈合及营

3

讨

论

养状况。本研究结果显示，给予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联合针
灸治疗的观察组治愈率及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又称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其发生原因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这就表明

可能与遗传、感染、精神、免疫等因素有关[3]。临床主要表现为

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联合针灸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在提

腹泻、腹痛、黏液脓血便等，具有起病缓慢、迁延难愈、易复发

高疗效的同时，降低单一西药治疗的不良反应，对促进患者康

等特点。以往临床多采用柳氮磺胺吡啶片口服治疗，柳氮磺胺吡

复、缩短疗程均有积极意义。笔者认为，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

啶片属磺胺类抗菌药，用药后可在肠微生物的作用下分解成 5-氨

肠联合针灸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虽有诸多优点，但在进行灌

基水杨酸和磺胺吡啶，其中 5-氨基水杨酸与肠壁结缔组织络合后

肠操作时，一定要做到动作轻、慢、柔，尽量减少或避免灌肠

可较长时间的停留在肠壁组织中，起到抗菌消炎及免疫抑制作用，

对肠粘膜的刺激，以减轻患者痛苦。

但柳氮磺胺吡啶片不易吸收，对部分患者疗效欠佳。
有关研究显示，通过药物灌肠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可提
高其治疗疗效[4]，通过药物灌肠给药，药液可直接作用于病灶，
从而更好的发挥药效，促进创面恢复，提高总体治疗疗效。祖
国医学认为，此病属中医“肠风、脏毒”范畴，发生发展主要

总之，白头翁苦参汤保留灌肠联合针灸治疗慢性溃疡性结
肠炎具有疗效好、不良反应少等优点，是一种较佳的治疗方案，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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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刚教授运用菖蒲郁金汤合牵正散治疗
多发性抽动症经验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SHI Zheng-gang for treating infantile TS with
the Changpu Yujin decoction and Qianzheng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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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史正刚教授根据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认为小儿多发性抽动症主要是心肝有余，其次为脾肾亏虚，兼有风湿痰瘀所
致。临床应用菖蒲郁金汤合牵正散清心疏肝、化痰活血、健脾益肾、息风止痉，同时注重心理调护，每获良效。
【关键词】 多发性抽动症；菖蒲郁金汤；牵正散；史正刚；经验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fantil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Professor SHI Zheng-gang thinks tourette syndrome
(TS) is main caused by exuberant heart and liver, secondly caused by asthenia of spleen and kidney, with Fengshi Tanzu. Professor SHI
uses Changpu Yuji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Qianzheng powder to clear away the heart-fire, smooth the liver, resolve phlegm and activate
blood stasis, invigorate spleen and kidney and stop spasm. At the same time, psychiatric nursing is given. It is demonstrated to be effective
on tourette syndrome.
【Keywords】 Tourette Syndrome; Changpu Yujin decoction; Qianzheng powder; SHI Zheng-gang;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1
多发性抽动症（Tourette Syndrome，TS）
，是一种复杂的慢
性神经精神障碍性疾病。病程中既有运动障碍，又有行为障碍，

有关，而主要是心的生理功能。当今社会小儿多为独生子女，
倍受家长重视，故在调护上重衣厚被、肥甘厚味，学习压力大，

常与强迫和多动等行为以及情绪障碍共存 。临床主要表现为

户外活动少，导致长期情志不舒，郁而化火。心属火为阳脏，

不自主眨眼、吸鼻、歪嘴、摇头、耸肩、甩手、鼓肚、踢腿、

以动为患。小儿生机旺盛，阳常有余，心火易亢，临床易出现

喉中发声、秽语、模仿语言等症状。男孩发病高于女孩，一般

心阴不足、心火有余、心神失守的病理改变，可见多动不安，

认为男女比例为（3～5）∶1，起病在 2～15 岁之间，约 90%

注意力涣散，多梦易惊，严重者会伴发精神失常，如强迫、狂

患儿在 10 岁前起病。近年来，MT 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可能与

躁、抑郁、焦虑、癔病等症状。

[1]

对本病认识的提高以及心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有关。大多数流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小

行病学研究报告认为本病的患病率在 0.05%～0.10%之间 。目

儿肝常有余，易寒易热，体属“纯阳”，感受病邪每易入里化

前西医多采用泰必利、氟哌啶醇等多巴胺受体阻滞剂治疗，但

热，导致肝经实热，肝风内动。又因小儿素体阴虚及性格任性，

西药多有较明显的副反应，且疾病易复发，家长顾虑较多，往

欲求不满时，往往肝气郁滞，肝阴亏虚，肝阳上亢，肝风内动，

往不能坚持治疗。史正刚教授是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临

故出现搐动诸症。临床上肝火常夹心火，表现为性情古怪、冲

床、教学工作 20 余年，在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方面有深

动任性、烦躁不安、多言秽语等心肝火旺之症。

[2]

入的研究，对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的治疗有独特的认识。
1

病及心肝脾肾，风湿痰瘀互为因

另外，脾主运化，小儿脾常不足，加之饮食不知自节，脾
虚失运，土虚木亢，痰浊内生，气机郁滞，化火动风，则反复
出现抽动。肾藏精，主骨生髓充脑，为先天之本，小儿禀赋不

祖国医学并无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病名的记载，根据其临床

足，肾常虚，或热病伤阴，导致后天肾阴亏虚，水不涵木，虚

表现大致可归属于“慢惊风”
、
“瘛疭”
、
“肝风”、
“抽搐”等疾

风内动，则可导致抽搐。该病的病因病机可归结为心肝有余，

病范畴，认为本病病位在心肝，涉及脾肾。《灵枢•邪客》曰：

其次为脾肾亏虚，治疗上主要以清心肝火为主，临床辨证，体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神通过驾奴

虚或久病加以健脾益肾等治疗方法。

协调各脏腑之气以达到调控各脏腑功能之目的。“所以任物者

本病除因小儿心、肝有余，脾肾亏虚外，还与风、湿、痰、

谓之心”
，是说心具有接受外来事物的作用。
《灵枢•本神》云：

瘀有关。小儿肌肤疏薄，腠理不密，易感风邪，邪犯肺卫，外

“心藏脉，脉舍神”，表明了心主血而藏神，血是神的物质基

风引动内风，肝风内动，而引发抽动临床表现。脾虚生湿，脾

础等心与神的密切关系。
《小儿药证直诀》中：
“目连剳不搐，

为生痰之源，水液失布，聚湿蕴痰，湿性粘滞，痰阻心窍，心

得心热则搐”。中医学认为，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与五脏

神被蒙，则出现脾气乖戾，病情缠绵反复。久病入络，痰瘀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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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风湿痰瘀互因。史教授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本病主
要为心肝有余，其次为脾肾亏虚，皆兼有风湿痰瘀。治疗时宜
根据病情辨证论治，清心安神疏肝，健脾益气补肾，兼疏风化
痰活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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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施治
菖蒲郁金汤出自《温病全书》
，由石菖蒲，郁金，炒栀子，

预防呼吸道感染，对防止本病的加重和复发亦大有裨益。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10 岁，2011 年 8 月初诊。1 年前在当地医院

诊断为多发性抽动症，曾口服秦必利疗效不佳。刻诊：挤眼，
歪嘴，扭颈，紧张时加重，学习困难，烦躁，纳可，大便干，
小便黄。舌红苔黄腻，脉弦数。脑电图检查正常。中医辨证为

竹叶，牡丹皮，连翘，灯芯草，木通，竹沥，玉枢丹（冲）组

肝风证（心肝火旺）。治以清心安神，疏肝活血，化痰熄风。

成，具有清热化痰，开窍醒神之功。原方主治湿热酿痰、蒙蔽

处方：郁金、石菖蒲、龙胆草、夏枯草、伸筋草各 10g，天麻、

心包所致湿热类温病，症见灼热自汗、烦躁不寐、神昏、谵语、

天竺黄、远志、川牛膝、钩藤、僵蚕、制白附子、淡竹叶、葛

肢厥脉陷等。

根、焦山楂各 8g，全蝎 5g，磁石、珍珠母（先煎）各 15g。6

史教授之菖蒲郁金汤取其君药合牵正散，加入天竺黄、川
牛膝、钩藤、蝉衣、磁石、珍珠母，全方共奏清热化痰，开窍

剂，1 剂/d，水煎 2 次，3 次/d。二诊：药后抽动症状明显减轻，
偶有挤眼，歪嘴等症状，舌红苔黄，脉弦。上方去龙胆草、远

醒脑，息风止痉之效。方中石菖蒲归心胃经，辛开苦燥，温通

志、葛根、伸筋草、珍珠母，加夜交藤 10g，泽泻 8g，石决明

芳香走窜，化湿豁痰，宁心安神开窍。现代医学研究证实石菖

（先煎）15g，继服 6 剂。三诊：药后症状均减轻，舌红苔薄

蒲对中枢神经有双向调节作用，既可以镇静安神、抗惊厥，又

白。上药去石决明、磁石、竹叶、夏枯草、天竺黄，加黄芪 12g，

兼有醒脑开窍，兴奋、抗抑郁之功，与临床中既治疗昏迷，又

太子参、茯苓、白术各 10g，枳壳 8g，12 剂，症状消失。遂巩

镇惊疗痫的作用相符合。石菖蒲对脑组织和神经细胞的保护作
用，可能是临床上用于治疗脑血管病的作用机理[3]。郁金辛散
苦降，寒可清热，入心肝胆经，能行气破瘀，清心解郁。《本
草纲目》中记载，郁金“治血气心腹痛，产后败血冲心欲死，
失心颠狂”。郁金与菖蒲配伍，一清一开，一寒一温，相辅相
成，用治痰火或湿痰蒙蔽清窍之神昏、癫狂等症。天竺黄甘寒，
入心肝，清心化痰。蝉衣疏散风热，主小儿惊痫。川牛膝活血
通络。钩藤归肝、心包经，息风止痉，药性平和，微寒，适于
小儿稚阳之体。磁石养肾藏精，强骨气，治小儿惊痫。《中国
医学大辞典》记载：珍珠母“兼入心肝两经”
，
“滋肝阴，清肝

固继服 1 个月，随访半年未复发。
按：小儿多发性抽动症中医学尚无相对应的病名，据其症
状当属肝风证范畴。小儿肝常有余，心常有余，加之独生子女
过于娇宠，有所不遂则易急易怒，情志不畅，郁而化火，引动
肝风，出现不自主抽动和烦躁等。史教授认为，本病发病多与
心肝相关，“心火也，肝风也，风火阳物也，风主乎动，火得
风则烟焰起”。也可由于先天禀赋不足，或病久脾肾亏虚，兼
有风火湿痰瘀。本例主要为心肝火旺、肝热动风所致，治宜清
心疏肝，熄风止痉。方中选石菖蒲、郁金、远志、淡竹叶、天
竺黄清心豁痰，开窍解郁。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远志在抗痴
呆、脑保护、镇静、抗惊厥、抗抑郁、祛痰镇咳、保护心脑血

火。治癫狂惊痫，……小儿惊搐发痉。”僵蚕、全蝎、白附子

管等方面具有良好活性[5]。龙胆草、夏枯草、钩藤、天麻、磁

组成牵正散，祛风化痰，通络止痉。程亨平等[4]应用牵正汤治

石、珍珠母清肝泻火、平肝潜阳、重镇安神；僵蚕、白附子、

疗儿童抽动症 43 例，并与西药治疗的 30 例作对照观察，获得

全蝎祛风痰止痉；葛根、伸筋草祛风通络，川牛膝活血化瘀。

较好的疗效。

诸药合用，共奏清心肝火，化痰活血，熄风止痉之功。由于患

临床史老师根据病情需要随证加减，肝经实热型，加夏枯

儿病久，加之重镇之品损伤脾胃，故三诊时，健脾益气，药用

草、龙胆草、栀子、泽泻等以清肝降火；脾虚痰湿型，加黄芪、

黄芪、太子参、茯苓等，顾护脾胃。史教授认为小儿脏腑娇嫩，

太子参、茯苓、白术、枳壳、陈皮、浙贝母等健脾化痰。阴虚

重镇之品不易久服，中病即止，后期以调护为主，以防复发。

动风型，加玄参、麦冬、白芍等滋阴息风。眨眼频繁者加菊花、
木贼清热疏风；咽部发声不适者常加蝉蜕、射干疏风利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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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柴胡汤改善达那唑治疗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所致副作用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Xiaochaihu decoction in improving the side effect from
Danazol treating chronic ITP
陈百顺 赵秋升 高新建 魏小兵 李茂帅 布振忠
中图分类号：R558+.2

文献标识码：A

（焦作市中医院，河南 焦作，4540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25-03

【摘 要】 目的：小柴胡汤改善达那唑治疗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所致副作用的研究。方法：应用小柴胡汤的抗急性
肝损伤、类激素样作用以及作用于半表半里（肌肤、腠理之间）调和阴阳的独特功能，配合达那唑治疗 ITP 进行了临床研究，采
用随机单盲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纳入我院门诊及住院患者 61 例。对照组应用达那唑口服：600～800mg/d，分 3～4 次，出血明
显者给予止血药物，甚者可输注血小板悬液；治疗组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并用小柴胡汤加味。两组病例最低连续服用 2 个月，无
效后停药选择其它方法治疗（统计按无效）
。随访最低≥6 个月。观察结束，收集临床资料采用 SPSSl1.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结论：
不论从治疗效果还是药物副作用方面，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 小柴胡汤；ITP；达那唑；疗效；副作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on improving the side effect from Danazol treating chronic
immunolog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Methods: Xiaochaihu decoction was used to treat half exterior and half interior and harmonize
yinyang, combined with Danazol in ITP treatment. 61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Danazol orally,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Xiaochaihu decoction more.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up visited for at least six
months.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better efficacy and less side effect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Xiaochaihu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and safe in improving the side effect from Danazol treating chronic immunolog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Keywords】 Xiaochaihu decoction; ITP; Danazol; Efficacy; Sid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2
ITP 是一种常见的出血性疾病，其病因目前尚不清楚，但

达那唑胶囊（华联制药生产）600～800mg/d，分 3～4 次服

大多数患者存在抗血小板糖蛋白自身抗体引起血小板被吞噬

用，儿童酌减；肌肝片，0.4g，3 次/d 口服。出血明显者，配合

细胞破环的机理已达成共识。在临床治疗上，现代医学首选皮

止血合剂静脉点滴（5%葡萄糖注射液 250ml＋维生素 C 注射液

质醇激素，但由于激素的副作用及其易复发性使一些难治病例

2.0＋止血芳酸注射液0.4＋止血敏注射液3.0＋维生素 K1 注射液

转而求治于祖国医学。慢性 ITP 属于祖国医学紫癜范畴，临床

50～100mg）
；出血严重者，可输注血小板悬液，无条件者除应

上多分为血热型、气虚型、阳虚型。但单纯的中医治疗又存在

用止血合剂外输入氨基己酸 6.0（30min 内输完）
，之后氨基己酸

着一定的风险。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寻求一种既能脱离皮质

10g 维持滴注。有感染者可配合抗生素应用（避免应用有肝毒性

醇激素又能彰显中医特色的治疗手段。自 2007 年开始我们采

的、对凝血机制有影响的药物）
。另外可配合中医辨证。兼气虚

用达那唑并小柴胡汤加味治疗慢性 ITP，在增加疗效及减少药

者输注黄芪注射液；兼淤血者输注刺五加注射液或丹参注射液；

物副作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兼血热者输注清开灵注射液或双黄连注射液。

1

研究方法、材料和数据

2.2 治疗组
一般治疗同对照组，另服小柴胡汤加味，药物组成有：半

本研究中的病例均为我院 2007 年以来的门诊及住院病人

夏、柴胡、黄芩、人参、生姜、大枣、甘草、白花蛇舌草、土

共 61 例。随机单盲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1 人，年龄

茯苓。加减：气虚者加黄芪、仙鹤草、五加皮；血虚者去半夏

1～67 岁（平均年龄 37 岁）
，男 11 例，女 20 例，初治病人 9

加当归、熟地、制首乌；阳虚者加制附子、肉桂。

例（29%）
，仍在继续服用激素者 16 例，服用环孢素 2 例，本
研究对照组治疗无效病例 2 例，其他 2 例；对照组 30 例，年
龄 5～59 岁，平均年龄 28 岁，男 13 例，女 17 例，初治病人

注：如不是有特别的禁忌证，应尽量保留原方中的每一味
药。加减原则为尽量加味而不减少原方中的药物。
诊断及疗效判定标准[1]

12 例（40%）
，仍在继续服用激素者 15 例，服用环孢素 1 例，

3

其他 2 例。

3.1 诊断标准

2

治疗方法
全部病例开始本治疗方案后，逐渐停用其它治疗用药。

2.1 对照组

①皮肤黏膜出血；②多次化验血小板减少；③脾脏不大或
轻度增大；④骨髓检查巨核细胞增多或正常，可有成熟障碍；
⑤排除其它引起血小板减少的原因；⑥持久原因不明血小板减
少>6 个月为慢性，血小板减少在发病 6 个月内恢复为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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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疗效判定标准[2]

4

①基本治愈：无出血症状；血小板恢复正常；持续 2 年无
复发；如≥6 个月者为缓解。②显效：无出血症状；血小板恢
复正常；持续≥3 个月无复发。③良效：无或基本无出血症状；
血小板升至>50×10；持续≥3 个月以上。

治疗结果
治疗组 31 例中，基本治愈 17 例，显效 6 例，良效 3 例，

有效率 83.87%；对照组 30 例中，基本治愈 9 例，显效 5 例，
良效 4 例，有效率 60%。
4.1 疗效情况表（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情况比较
组别

病例数

基本治愈

显效

良效

有效率（%）

治疗组

31

17

6

3

83.87

对照组

30

9

5

4

60

4.2 肝功能损害情况表（见表 2）
表 2 两组功能损害情况比较
组别

病例数

肝功能损害（例）

发生时间

是否影响疗效

治疗组

31

0

0

无

无

对照组

30

4

2

≥2w

被迫停药

4.3 激素与小柴胡汤应用观察表（见表 3）
表 3 两组激素与小柴胡汤应用比较
治疗前服用激素

组别

5

讨

撤用激素

n

时间

剂量

治疗组

18/31

≥60d

≥30mg/d

10mg/w

0

对照组

17/30

≥60d

≥30mg/d

5mg/w

5

论

本研究旨在讨论小柴胡汤在 ITP 治疗中的作用。因此我们
讨论的重点也放在小柴胡汤上，但单味药物的功效及现代药理
研究暂不在此讨论，而重点讨论小柴胡汤全方的药理研究及祖
国医学的认识。
5.1 抗急性肝损伤的作用[3]
本方有明显的保肝作用，对 D-半乳糖胺、四氯化碳及异氰
酸 α-萘酯所致的急性肝损害均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小柴胡汤和
柴胡皂甙除对抗化学毒物所致的肝损伤外还能抑制免疫反应
引起的肝细胞损害。
多项研究表明本方能减轻急性肝细胞的损害，还可防止转
变为慢性肝损害，抑制肝硬变进展，促进肝损害细胞的再生。
5.2 对垂体—肾上腺功能的影响[4]
实验证明，给小鼠灌服小柴胡汤 1h 后，血清皮质醇比对
照组高 3 倍，
并可改善强的松龙所致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另一组实验给小鼠腹腔注射小柴胡汤，1h 后血清皮质醇和血浆

时间

反跳（n）

清代尤在泾《伤寒贯珠集》
（1729 年）也提出：
“少阳居表里之
间，当肓膜之处。外不急于皮肤，内不及于脏腑，汗之而不从
表出，下之而不从里出，故有汗吐下之戒。而为小柴胡一方和
解表里，为少阳正治之法”
。
小柴胡汤出自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
，由柴
胡、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和大枣组成。柴胡气质轻清，苦味
最薄，能疏少阳之郁滞。黄芩，苦寒气味较重，能清胸腹蕴热以
除烦满。
《本经》称柴胡推陈致新，黄芩主治诸热，柴、芩合用能
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半夏、生姜调理胃气，降逆止呕。人参、
炙甘草、大枣益气和中、扶正祛邪。本方寒温并用，升降协调，
有疏利三焦、调达上下、宣通内外，和畅气机的作用。其作用于
半表半里、肌肤腠理之间，主要有调解阴阳的功效。
ITP 属于祖国医学“紫癜”范畴。紫癜，其病位在肌肤、
腠理之间，是否可以认为与小柴胡汤的主治病位相一致尚有待
于商榷。
通过临床观察，结合小柴胡汤的现代研究报告，我们得出

ACTH 含量均上升 5 倍。上述研究表明，小柴胡汤具有兴奋垂

如下结论。

体-肾上腺功能，这一机制可能是通过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因子

5.3.1 提高了有效率（见表 1）

的分泌，刺激垂体或抑制糖皮质激素的负反馈作用而促进了

观察中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有明显差异

ACTH 的分泌。小柴胡汤所以有激素样作用，是因为其能促进

（P<0.01），特别是长期服用皮质醇激素停药或减量至一定剂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沁，而对内源性激素在体内的广泛的生理

量时再次复发的病人尤为明显。治疗组中有位患者甲，47 岁，

功能具用促进性的控制作用。

曾在多家医院诊治反复发作，2006 年 9 月至我院就诊。当时血

5.3 和解少阳，扶正祛邪作用

小板 17×109/L，WBC14.6×109/L，面色晄白，典型的满月脸、

《金匮要略》“舌上如苔，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
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之候。故用小柴胡汤以达隔膜之邪。

水牛背、舌淡台青白、舌体胖大、脉沉。与小柴胡汤去黄芩加
制附子、炮姜、土茯苓、五加皮等，制附子逐渐加量至 1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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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BPC149×10 /L、WBC8.7×10 /L。

-27细胞数与疗效成反比。
5.3.5 巨核细胞与疗效的关系
文献报道，骨髓巨核细胞数目越多，治疗效果相对越好。

需要说明的是，治疗组之 31 例病人中有 3 例为对照组治
疗 3 个月仍无效的病例，
其中 2 例按治疗组方案治疗获得疗效。

本组结果与文献报告相同。

5.3.2 减少了达那唑副作用的发生（见表 2）

5.3.6 减少了治疗总费用

前面说过非常有效的患者甲，按治疗组方案治疗，BPC 持

治疗组病例中 22 例均为门诊治疗病人，仅出血较严重的

续 2 个月正常后患者自行停药（期间一直未联系）
，失去联系

患者予住院治疗。这就明显减少了患者的治疗费用，彰显出本

半年后患者急诊入院，家属代诉，半年来仅服用达那唑

治疗的简、便、廉、验，体现了经济与社会效益，且简便易行，

800mg/d，1 周前发现面部、巩膜黄染，皮肤出血点未予重视，

宜于推广。

而今突然神志不清 1h。检查发现有脑出血、肝功能明显异常、

参考文献：

胆红素增高。通过此病例，更能从临床角度上证实了小柴胡汤
的保肝作用。

[1]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11 版.上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22-24

5.3.3 较快撤用皮质醇激素，保证治疗顺利进行（见表 3）

[2]温志坚,等.小柴胡汤提取物治疗大鼠实验性肝损伤肝硬化的研究[J].中西

本研究进行 1 年后，我们大胆的加快了激素的撤用速度。

结合肝病杂志,2001,11(1):21-23

一柴姓儿童多次在撤用激素过程中复发，应用本治疗前强的松

[3]雨谷荣.从药理和药化探讨小柴胡汤(二) [J].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1990,

用量为 40mg/d，
应用本方案后第 2 周即以 15mg/w 的速度减量，

12(3):11-13

3 周时间顺利停用激素，而无反跳，结果获得基本治愈。

[4]巩昌镇,刘一凡.小柴胡汤[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9:270

5.3.4 白细胞变化与疗效的关系
观察中发现，多数应用皮质醇激素的患者，白细胞均有不

[5]姚尔固,林风茹.血液科临床备忘录[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210212

编辑：张红敏 编号：EA-12110107（修回：2013-02-09）

同程度的增高，白细胞愈高，治疗效果相对较差。也就是说白

中药咽炎方熏蒸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性咽炎的
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f TCM pharyngitis decoction fumigation and ion penetr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pharyngitis
谭焕仙 李党焕 施燎明
（云南省玉溪市中医医院，云南 玉溪，6531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27-02
证型：IDBG
中图分类号：R322.4+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熏蒸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性咽炎的临床疗效。治疗组采用中药咽炎方熏蒸联合离子导入法治疗，
对照组采用西药雾化吸入治疗。治疗 2 个疗程后评价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 96.32%，显著高于对照组
（76.67%）
，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中药咽炎方熏蒸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性咽炎疗效显著，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药；熏蒸；离子导入；咽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pharyngitis decoction fumigation and ion penetr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pharyngitis. Method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CM decoction fumigation and ion penetra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atomiza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6.32%,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6.67%,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CM pharyngitis decoction fumigation and ion penetration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on chronic pharyngitis, worth clinical applications.
【Keywords】 TCM; Fumigation; Ion penetration; Pharyng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3
慢性咽炎是慢性感染所引起的弥漫性咽部病变，常伴有其
他上呼吸道疾病。属中医学“慢喉痹”范畴。与烟、酒、粉尘
等外界刺激、生活习惯、过敏体质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有一定关
系。主要症状：咽干刺痒微痛，灼热不适，夜间尤甚，咽腔微
红肿胀，乏津干燥，干咳少痰，腰膝酸软，手足心热，舌红少
苔，脉细数。近两年来，我们以西药雾化吸入为对照，采用中
药咽炎方熏蒸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性咽炎 256 例，取得了比较
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1 年 1 月～2012 年 6 月到我院耳鼻喉科门诊就诊
的慢性咽炎患者为研究对象。符合慢性咽炎诊断标准[1]的患者
256 例入选本研究。将 256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136 例）
和对照组（120 例）
。治疗组中，男 52 例，女 84 例；年龄 17～
68 岁（平均 38.1±17.6）岁；病因：讲话或用嗓过度 89 例，
受凉感冒 17 例，吸烟或过食辛辣香燥食物 20 例，疲劳 1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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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程度：轻度 25 例，中度 76 例，重度 35 例；病程 2 个月～

的中药液倒至药布垫上，使药布垫被药液浸透，分别置于双侧

10 年，平均（2.6±1.5）年。对照组中，男 48 例，女 72 例；
年龄 18～68 岁，平均（37.5±18.2）岁；病因：讲话或用嗓过

颌下腺下区部位，采用 J18A1 全日康电脑中频治疗仪，将电极
正极放在左侧颌下腺下区，负极放在右侧颌下腺下区。电流输

度 78 例，受凉感冒 18 例，吸烟或过食辛辣香燥食物 16 例，
疲劳 8 例；病情程度：轻度 21 例，中度 67 例，重度 32 例；

出量以患者感觉舒适为宜，每次治疗 20min，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每个疗程间隔 2～3d。治疗 2 个疗程

病程 2 个月～9 年，平均（2.7±1.8）年。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后，评价临床疗效。
2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药雾化吸入治疗：0.9%生理盐水 20ml＋注

结

果

2.1 疗效判定标准[2]
治愈：症状基本消失和阳性体征转阴；显效：症状和阳性

射用庆大霉素 8 万 U＋注射用糜蛋白酶 4000U＋注射用地塞米
松 5mg，作咽部超声雾化吸入，1 次/d，每次 20min，10 次为

体征明显减轻；好转：症状和阳性体征减轻；无效：症状和阳
性体征无明显改变。治愈、显效和好转均为有效，计算有效率。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治疗组：①中药熏蒸咽部：自拟咽
炎方，取山豆根 50g，板蓝根 50g，胖大海 50g，威灵仙 50g，

2.2 疗效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 96.32%，

加水煎至 300ml，去渣取汁，倒入熏蒸治疗仪中，加热冒气，
张口呼吸，熏蒸咽部，每次治疗 20min，1 次/d，10 次为 1 个
疗程，治疗 2 个疗程，每个疗程间隔 2～3d。②中药离子导入：
用 6 层纱布制成约 2cm×2cm 大小的药布垫两片，将熏蒸所用

显著高于对照组（76.67%）
，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
结果见表 1。

表 1 临床治疗效果比较表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36

25（18.38）

64（47.06）

42（30.88）

5（3.68）

96.32

对照组

120

9（7.5）

39（32.5）

44（36.67）

28（23.33）

76.67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中医认为，慢性咽炎系阴虚火旺，虚火上扰，咽喉失养所
致。治疗以滋阴降火为主。我科自拟咽炎方，采用山豆根、板
蓝根、胖大海、威灵仙煎液熏蒸咽部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性咽
炎，具有滋阴降火，利咽润喉，清宣肺气，化痰开音之功。中
药熏蒸咽部是通过温热效应及药物渗透效应而作用于咽部[3]。
直流电中药离子导入法于 1958 年首创于我国，是结合中药、
穴位及电流物理作用的一种独特疗法。开创了中草药通过离子
导入技术治疗全身性疾病的先河，在临床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4]。
其作用机制是：根据直流电电场内同性电荷相斥，异性电荷相吸
的原理，在电极与皮肤之间放置药液浸湿的纱布，通以直流电，
使皮肤角质层两侧产生电压。一则此电压可引起角质层 α-2 螺
旋角蛋白多肽分子重新分布而形成新的孔道结构；二则因汗
孔、毛囊等孔道的电阻小，有利于电流通过，从而使药物易于
透入[5]。我科应用中药熏蒸联合离子导入法治疗慢性咽炎，通
过热和药的双重作用，不经过血液循环，直接经皮肤导入中药
药物离子，局部能达到并保持较高的浓度，用药比全身吸收快，
作用时间长，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我们应用中药熏蒸咽部及离子导入法治疗慢性咽炎是结
合中药、穴位及电流物理作用的一种独特疗法，与单纯电疗法
和皮肤外敷不同，它是中医辨证论治与局部对症治疗的有机结
合，它可以强制性地将中药的有效成分，直接导入病变的咽部
粘膜，发挥中药与直流电的双重作用。其导入的是中药的有效
成分，被组织器官吸收后可直接发挥药理作用。同时，病灶局
部浓度高，对表浅病灶的应用特别有利。药物离子在体内蓄积
时间长，发挥作用的时间也长，可长达数小时至几十小时，既
延长了治疗效果，用药量较内服药少，又减少了肝脏和消化道
的降解，避免了肠胃、静脉、及肌肉吸收而产生的药物毒副作

用和抗药性的弊端。对照组采用西药雾化治疗，其中庆大霉素
具有广谱抗菌作用，糜蛋白酶具有链内切酶的作用，使蛋白质
大分子成为分子量较小的肽，使某些脂水解。配合使用地塞米
松，具有抗炎、消肿、止痛的作用。因此，对慢性咽炎的治疗
具有一定的疗效，但疗效不满意。治疗组采用中药熏蒸联合离
子导入治疗慢性咽炎总有效率为 96.32%，显著高于对照组
（76.67%）
，P<0.05，表明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采用中药咽炎方熏蒸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性咽炎
疗效显著，能较好地改善患者咽部粘膜的充血、水肿、增生、肥
厚及萎缩状况，从而达到滋阴降火，利咽润喉，清宣肺气，化痰
开音之功，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但值得强调的是：中药治疗慢
性咽炎是一个药效逐步积累，综合调理的过程。用药后体内病变
逐步得到修复，而当这种修复达到一定程度后，慢性咽炎患者才
能感觉咽部症状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因此，慢性咽炎患者，一定
要按疗程耐心坚持治疗，切忌在内部病变系统修复期，因咽部症
状改善不明显而停止治疗，以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参考文献：
[1]黄选兆,汪吉宝.实用耳鼻咽喉科学[M].1999:359-361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125
[3]常虹.中药熏蒸治疗方法及护理研究现状[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6,3(4):43
[4]任平,孔繁荣,黄爱华.直流电中药离子导入法的临床应用进展[J].当代护士,
2010,12:5-6
[5]郝劲松,郑俊明.药物经皮离子导入的转运机制[J].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1995,12(2):151-156

编辑：张红敏 编号：E-12122773（修回：2013-02-11）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3 期

-29-

中药治疗中风先兆 40 例观察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premonition apoplexy symptoms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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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大栗港镇中心卫生院，湖南 桃江，41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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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中药治疗对中风先兆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80 例中风先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
对照组采用一般基础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通过治疗后，治疗组
在临床症候，血液流变学指标等均优于对照组。结论：中药治疗中风先兆效果显著。
【关键词】 中药；中风先兆；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reating premonitory apoplexy symptoms with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premonitory apoplexy symptom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in each
group. General basic treatment was performed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treatment group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use of general basic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signs and hemorheology index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Chinese medicine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premonitory apoplexy symptoms.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Premonitory apoplexy symptoms;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4
中风（脑血管意外）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由于其发病
[1-2]

突然、症候多变，中医称其为中风

。西医称中风为脑血管意

板及抗凝剂的应用等。抗血小板药物采用拜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mg/次，1 次/d，晚餐时服用，服用 4 周。

外或脑卒中，认为是由于脑动脉系统病变引起的血管痉挛、闭
[3-4]

塞或破裂造成脑部血液供应受阻而迅速发展的脑功能损失

。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措施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治疗：根据症
候方用菊花、炒蒺藜、天麻、葛根、山药、怀牛膝、生龙骨、

但中风前的患者常常发生中风先兆，西医称之为短暂性脑缺血

生牡蛎、川芎、红花、丹参等加减，治疗 4 周[8]。

发作（TIA）[5]。如不能得到足够重视和有效治疗常常导致疾

1.4 疗效判定

病进展，发展为不可逆转的后果。本文报道了采用中药治疗中
风先兆的临床疗效。
1

疗效标准参照 1993 年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脑病专业
委员会第六次学术会议通过的《中风病先兆证诊断与疗效评定
标准》[6]。

资料与方法

1.5 统计学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本组共 80 例患者，均为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8 月的
住院患者，其中男性 54 例，女性 26 例，年龄 44～77 岁，平

（ x ± s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年龄（56.9±11.2）岁。8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结

果

各 40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

（P>0.05）
，具有可比性。

2.1 临床疗效
按照临床疗效评定分级标准，对照组临床治愈 6 例，显效

1.2 诊断及疗效标准
中医诊断符合 1993 年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脑病专业

6 例，有效 11 例，总有效率 57.5%。治疗组临床治愈 10 例，

委员会第六次学术会议通过的《中风病先兆证诊断与疗效评定

显效 9 例，有效 16 例，总有效率 87.5%。两组比较，总有效率

标准》[6]，西医诊断符合 1995 年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

差异显著（P<0.05）
。

[7]

病学术会议制定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的诊断要点 。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一般基础治疗、包括控制血压、血糖、抗血小

2.2 两组患者中医症候评分比较
两组在治疗后中医症候评分均有明显改善，在治疗后，两
组中医症候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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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症候评分比较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0

17.55±0.88

7.98±0.34*#

40

18.45±0.76

10.41±0.47*

对照组
*

#

注： 和治疗前相比，P<0.05； 和对照组相比，P<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两组在治疗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均有改善，而治疗组改善更

为明显（P<0.01）
，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4.55±0.13

3.22±0.14

7.86±0.15

6.01±0.11

29.35±2.76

18.76±1.15

1.43±0.32

1.29±0.22

n

治疗组

40

全血粘度（mPa•s）180s

-1

全血粘度（mPa•s）30s-1
全血粘度（mPa•s）1s

-1

血浆粘度
对照组
全血粘度（mPa•s）180s

3

40
-1

4.64±0.12

3.88±0.19

全血粘度（mPa•s）30s-1

7.97±0.16

6.98±0.14

全血粘度（mPa•s）1s-1

29.06±2.17

20.12±1.34

血浆粘度

1.54±0.30

1.30±0.21

讨

论

中风患者临床死亡率及致残率均较高，在急性期经积极治
疗，大多可以恢复，但较多的留有多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9-11]。
在中风先兆时期的治疗是预防疾病进展的重要措施。现代医家
认为中风的病机不外虚、火、风、痰、气、血六端，多为本虚
标实之证[12-13]。
中风先兆症大体上相当于西医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发病机制与脑动脉硬化、微栓子、脑血流动力学变化、血小板
聚集性增高、血液成分改变等因素相关。随着医学的发展，综
合疗法治疗缺血性中风更具优势[14]。采用综合疗法治疗中风先
兆，中药潜阳活血汤重用山药滋养肝肾之阴；生龙骨、生牡蛎
镇肝潜阳；天麻、菊花清肝热、熄肝风；怀牛膝，补益肝肾，
引血下行；红花、川芎、丹参活血通脉；炒蒺藜疏肝行气，活
血；葛根清热排毒[15]。
本研究采用在现代医学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治疗，取得

[5]吴小燕,何海涛,金丹娜.疏血通注射液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疗效观察[J].
血栓与止血学,2009
[6]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第六次学术会议.中风病先兆
证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3,16(6):66
[7]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司,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国内外
中医药科技进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47
[8]王月皎,陈学军,王长垠,等.中医综合疗法治疗中风先兆 120 例临床疗效观
察[J].中国医学装备,2012,9(7):64-66
[9]邵小鹏,孔亮,王挺刚.丹红注射液对缺血性中风的血脂和血液流变学的影
响[J].当代医学,2010,16(27):82-83
[10]曹学乾.丹红注射液联合黄芪注射液治疗气虚血瘀型脑梗死疗效观察[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20(15):1862-1863
[11]王天虎.丹红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J].中国实用
神经疾病杂志,2011,14(3):44-46
[12]潘建军.针药并用治疗中风偏瘫疗效观察[J].湖南中医学院院报,2000,

了良好的疗效，不仅在临床疗效上效果显著，在中医症候评分

20(1):53-54

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改善上均有明显疗效，值得进一步推广应

[13]张娇儿.中药注射剂治疗中风临床研究进展[J].浙江中医杂志,2012,47(1):

用。

66-6
[14]王亚平.当归的药理学研究进展[J].重庆医药,1989,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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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注射相对穴治疗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
Treating senile knee osteoarthritis with acupoint-injection treatment on
symmetric acupoint
顾 斌 朱秀龙 张美花 朱丽红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2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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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穴位注射相对穴治疗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2009～2011 年治疗的患者 85 例按
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1 例，口服布洛芬缓释胶囊；治疗组 44 例，采用复方当归注射液进行穴位注射，取曲泉、膝阳
关，鹤顶、委中等相对穴。两组均治疗 8 周，采用 Lysholm 膝关节评分，分别在治疗前后进行疗效评估。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
有效率分别为 88.64%与 70.73%，经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 Lysholm 膝关节评分经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
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P<0.05）
，治疗组（P<0.01）。同时治疗组评分优于观察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穴
位注射曲泉、膝阳关，血海、梁丘等相对穴治疗老年性膝关节骨关节炎，效果优于口服布洛芬缓释胶囊。
【关键词】 穴位注射；对穴；老年人；膝骨关节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senile knee osteoarthritis with acupoint-injection treatment on
symmetric acupoint. Methods: 85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2009 to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1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44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orally given Ibuprofen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Fufang Danggui injection on Ququan, Xiyangguan, Heding, and Weizhong symmetric acupoints. Results:The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88.64% and 70.73%,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Lysholm knee scores, both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P<0.01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cupoint-injection on Ququan, Xiyangguan, Xuehai and Liangqiu acupoints had better effect than Ibuprofen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Keywords】 Acupoint-injection; Pair points; Elderly people; Knee osteoarth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5
骨关节炎（Osteo Arthritis，OA）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

1.3 纳入标准
①年龄在 60～79 岁者；②符合上述临床诊断和 X 线诊断

疾病。OA 以中老年患者多见，女性多于男性。经过我们在社
区中的调查，由于负重和过度活动的关系，膝关节是老年人骨

标准；③治疗前 1 个月未使用激素类药物；④同意接受治疗者

，
《素问·长
关节炎发病较高的关节。[1]中医学认为此病为“痹症”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刺节论》提到“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

1.4 排除标准

[2]

①不符合纳入标准者；②有严重的心、肝、肾病及精神病

曰骨痹”
。我科在 2009～2011 年选用杨志新 的相对穴为主穴，
使用中药注射剂进行穴位注射治疗，同时对照口服芬必得治

患者；③非原发性膝关节骨关节炎或膝关节畸形患者；④对所

疗。现报告如下。

用药物过敏者；⑤治疗中断或失访者。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85 例患者均系社区中膝 OA 患者，其中男性 24 例，女性
61 例；年龄 60～79 岁，平均 71.89 岁；病程 1～19 年，平均
9.7 年。
1.2 诊断标准
膝关节骨关节炎诊断按照《骨关节炎诊治指南（2007 年
[3]

版）
》 ，对老年人分别进行骨关节炎临床诊断和 X 线诊断。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取穴：主穴取患侧梁丘—血海、曲泉—膝阳关、阳陵泉—
阳陵泉；配穴取患侧委中—鹤顶、膝眼—犊鼻。
治疗药物：复方当归注射液（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批
号：101103，规格：2ml×10 支）
。
操作：取用 2.5ml 针筒，用 5.5 号针头抽取 2ml 复方当归
注射液，每次取 4 个穴位，每个穴位注射 0.5ml。使用时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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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针刺入穴位后作提插手法，使其得气，抽吸无回血后再将药
液缓缓注入穴位。穴位注射 2 次/周，4 周为 1 个疗程。经治疗

断疗效标准》骨痹疗效评定标准：①治愈：关节疼痛、肿胀消失，

2 个疗程，对疗效进行评估。

活动功能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正常。②好转：关节肿胀、疼痛

2.2 观察组

减轻，活动功能好转。③未愈：关节疼痛及肿胀无变化。

口服布洛芬缓释胶囊（布洛芬，中美史克生产，每粒 0.3g）
，

3.2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 SPSS16.0 软件，计量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2 次/d，7d 为 1 个疗程，每疗程间休息 1 周。治疗 4 个疗程后

（ x ± s ）表示，治疗前后比较用配对样本 t 检验，两组样本均

进行疗效观察。
3

数的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为

疗效观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1 观察指标
疗效评价运用国际上常用的 Lysholm 膝关节评分标准，在
治疗前、治疗后进行评估。Lysholm 评分可以初步评估患者不

4

治疗结果

4.1 两组治疗前后 Lysholm 评分比较
见表 1。

同强度的运动功能等级，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评价患者日常活动
的功能感知。
表 1 两组老年性膝骨关节炎患者治疗前后 Lysholm 评分比较（ x ± s ）
评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组

44

57.34±10.71

75.14±9.37 1)

12.017

<0.01

对照组

41

63.93±10.57

69.95±10.67

5.720

<0.01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Lysholm 膝关节评分比较均有所提

4.2 两组治疗临床疗效比较

高。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1）
。
治疗后治疗组 Lysholm

见表 2。

评分要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85，P<0.05）
。
表 2 两组老年性膝骨关节炎患者治疗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治疗组

44

17

对照组

41

6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22

5

88.64

23

12

70.73

注：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x ± s =4.252，P<0.05）
，说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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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临床发现老年患者大多因为膝关节疼痛或无力而要求诊
治。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趋势，此类老年人易患的退行性疾病也
渐增多。
《张氏医通》载：
“膝为筋之府，膝痛无有不因肝肾虚
者，虚则风寒湿气袭之”。膝痹是本虚标实的病机及虚淤互结
的病理，中老年人长期站立行走，易劳倦内伤，“久视伤血，
久卧伤气，久行伤筋，久坐伤肉，久立伤骨”，疲乏少动而发
病。
穴位注射的疗效包括穴效和药效两方面，二者进行整合以
后使总体治疗效应得以大幅提升[7]。相对穴具有阴阳相对或阴
阳表里相对的特点，故其在沟通经络，调和阴阳，加强阴阳二

快。在改善膝关节无力方面需要时间较长，如果配合服用补益
肝肾的药物和适当的功能锻炼则能增强其疗效。
参考文献：
[1]顾斌,朱秀龙,张美花.上海市郊区老年人膝关节骨关节炎现患调查[J].中
国全科医学,2011,14(10B):3374
[2]杨志新.相对穴及临床应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9:3-4
[3]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关节炎诊治指南(2007 年版)[J].中国临床医生
杂志,2008,36(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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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之间联系，增强针感方面有独到的功用，且取穴少，简洁有
效。
本研究采用患处局部取穴使药物直达病所，所取相对穴具
有补益气血、补肝益肾、舒经通络及祛寒除湿的功效。所选用

作者简介：
顾斌（1972-），男，上海人，中医全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中医骨
伤。

的复方当归注射液成分为当归、川芎、红花，具有养血活血、
祛瘀止痛、通经活络的作用。避免了口服药物对老年人的不利
因素。通过本研究发现穴位注射相对穴在止痛消肿方面效果较

编辑：赵玉娟

编号：ER-12121902（修回：2013-02-09）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3 期

-33-

温通针法结合配穴治疗强直性脊柱炎验案 2 例
Treating 2 cases of AS with warming-promotion method of acupuncture and
acupoints coordination treatment
黄予巍 权海霞 任朝展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R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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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方晓丽主任医师运用温通针法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S）的辨证施治经验，为临床治疗本病提供参考。
【关键词】 强直性脊柱炎；温通针法；配穴
【Abstract】 Archiater FANG Xiaoli’s experiences of determining the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and
using warming-promotion method of acupuncture to treat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reatment for ankylosing spondylitis.
【Keywords】 Ankylosing spondylitis; Warming-promotion method of acupuncture; Coordination of acupoin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6
方晓丽教授现为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

按语：本病例属于中医痹症中“骨痹”、“肾痹”范畴。

硕士生导师，师从郑魁山教授 20 余年医、教、研中，师古而

患者腰骶酸痛，困重不得卧，精神欠佳，纳呆，舌苔粘腻，脉

不泥古，善用手法，对于多种杂病的治疗均能因病施术，尤擅

濡，为肾气虚、寒湿侵袭，痹结于腰骶之症。以补益肾阳，祛

温通针法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每每奏效。笔者有幸跟师学习，

寒除湿，通利关节，活血止痛为治法。故针刺命门、腰阳关、

受益匪浅，现举方教授治疗强脊的验案 2 则如下。

肾俞（双）、大肠俞（双）、关元俞（双）、膀胱俞（双）治其

1

验

案

本，用温通针法使热感传到腰骶，温肾壮阳以振奋阳气，祛风
除湿，筋骨气血得以温煦，通则不痛；
《甲乙经》曰：“大椎，

病案 1：患者甲，男，33 岁，职员，已婚，于 2011 年 12

三阳、督脉之会。”统督诸阳，针大椎及两侧夹脊穴旨在加强

月初诊。主诉：臀部反复酸痛不适 10 年余。现病史：于 10 年

温通督脉，通利关节；《灵枢•五邪》：“邪在肾则病骨痛……

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臀部疼痛酸困，以左侧为重，翻身困难，身

取之昆仑”。昆仑以舒筋利节，解表散寒；三间、后合谷为阳

体前屈、后伸、侧弯活动受限，腿脚无放射性疼痛，在外院治
疗口服中药（具体不详）效果不佳，多因工作劳累和湿冷天气
影响症状加重，休息后又自行缓解，持续多年，颇为苦恼，慕
名来我师处治疗。2011 年于北京某医院查腰椎及骶髂关节 CT
未见明显异常，HLA-B27 阳性。现症见：左侧臀部酸痛，翻身
活动受限。刻诊：精神可，臀部双侧压痛阳性，尤以左侧为重，
夜间寐欠安，纳呆，舌质淡，苔腻，脉濡。西医诊断：强直性
脊柱炎。中医诊断：痹证（寒湿痹阻）
。治疗原则：温肾助阳，
祛寒除湿，行气活血。嘱停止服用中、西药治疗，予针灸处方：
命门、腰阳关、肾俞（双）、大肠俞（双）、关元俞（双）、膀

明经穴，亦为第二掌骨全系系统头与脚的对应穴，意在调和全
身上下气血，行气活血。邪实正虚之证，应以扶正祛邪并重为
原则，使邪祛正复，正气足则邪不可干。
病案 2：患者乙，男，22 岁，学生，于 2012 年 4 月初诊。
主诉：左侧腰部、骶髂关节疼痛不适 1 年余，加重 2 个月。现
病史：患者自述 2011 年 2 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侧腰部疼痛，
左膝关节、右踝关节等处肿胀，每因阴雨天症状加重，某院治
疗予口服中药，磺胺及双氯芬酸后疼痛稍有缓解，2012 年 2
月症状再次出现，外院查血沉（ESR）：26mm/h，C 反应蛋白

胱俞（双）
、大椎及双侧第七颈夹脊、三间、后合谷、昆仑（双）。

（CRP）17.15mg/L，HLA-B27 阳性，腰椎骶髂关节 CT 示骶

针具及穴位常规消毒，嘱患者俯卧位，针刺得气后，对肾俞

髂关节骨边缘骨密度增强，提示骨质钙化，左侧腰大肌萎缩。

（双）、大肠俞（双）、关元俞（双）、膀胱俞（双）施以温通

外院骨科诊断：强直性脊柱炎，予中药西药（具体不详）对症

针法 ，其余穴位施以平补平泻法，留针 30min，隔日治疗 1

治疗，症状未见缓解，遂到我科就诊。刻诊：面色萎黄，神疲

次。治疗 3 次后腰骶疼痛、酸困明显缓解，治疗两个疗程（共

乏力，纳差，舌质暗淡，苔白腻，脉缓。西医诊断：强直性脊

20 次）后，臀部活动基本恢复正常，翻身不受限。继续治疗 1

椎炎。中医诊断：痹症（肾虚督寒）。治疗原则：补益培元，

个疗程，巩固疗效。3 个疗程后，患者疼痛完全消失，翻身、

温肾强腰，祛风散寒，利湿消肿止痛。嘱停止服用中、西药治

起立等活动自如，停诊。半年以后随访，未出现腰骶部不适症

疗，予针灸处方：大椎、中脘、下脘、气海、天枢（双）；左

状。

侧：合谷、阴陵泉、太溪、太冲；右侧：支沟、足三里、阳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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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穴位按常规消毒，针刺得气后对大椎、气海施以温通针法，

并重，恢复关节的功能。AS 之因不只限于肾，亦不离乎肾，

守气 30s，足三里、阴陵泉用温通针法，使酸胀、热感达膝关

以此为理论运用温通针法善于祛寒除湿，温阳行气之基础上辨

节和足部，留针 30min。其余穴位施以平补平泻法，留针 30min，

证论治随证加减配穴，疗效确切。

隔日治疗 1 次。治疗 5 次后左膝关节、右踝处肿胀明显消退，

“温通针法”[2] 是当代著名传统针刺手法研究之父-郑魁

按原方案穴位继续治疗 2 个疗程，肿痛消失。患者觉腰骶酸痛，

山教授在数十载的临床实践中独创的特色针刺手法。导师方晓

即改用主穴大椎、命门、腰阳关、肾俞（双）
、大肠俞（双）、

丽教授不拘于常，对于多种杂病的治疗均有独到见解，尤其擅

关元俞（双）
、膀胱俞（双）
，用温通针法使局部有温热感；中

用此法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每奏佳效。本手法突出“温”、

渎、风市、三间、后合谷、昆仑（双）平补平泻，留针 30min，

“通”、“补”的特点，既能补泻兼施，又可激发经气，振奋

大椎守气 30s。取背部穴位针刺 3 次后，患者自觉腰骶部疼痛

阳气，推动气血运行，具有温通经络、行气活血、扶正祛邪等

明显缓解。治疗 1 个疗程（10 次）后，复查 ESR9mm/h、

作用。笔者通过临床跟师学习期间观察发现，通过辨证，根据

CRP11.71mg/L，腰骶髂关节疼痛基本控制，只在气候变化时偶

患者的体质特征、病情不同和症状突出表现选取恰当穴位，运

有轻微疼痛。共治疗 4 个疗程（40 次）后，诸症消失，停诊。

用温通针法进行手法刺激，对治疗诸多 AS 病例效果显著。

按语：本病例属中医“痹症”、“肾痹”、“骨痹”、 “腰

温通针法结合配穴能补益脏腑之气、温经通络止痛、祛风

痛”等范畴，患者出生于寒湿之地，肾气素虚与先天禀赋不足

散寒，具有类似温针灸的临床效应。现代研究证明[3]，应用温

有关，又因感受风寒湿之邪，阳气不化，寒入督脉，着于筋骨，

针灸可使施术局部组织温度升高，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局部

气血不通，内外合邪而发为本病。湿邪困脾，健运失职，水湿

微循环改善，使局部肌肉痉挛缓解，对早期的纤维增生与韧带

不化，出现纳差，苔白腻；气血运化失常，不能上荣头目，则

钙化反应有抑制作用，预防椎间骨桥形成，避免脊柱畸形。相

面色萎黄；生化乏源，四肢不充，而有倦怠乏力、身体消瘦；

关研究证实采用调督通脉法针灸治疗活动性 AS，双向调整 T

舌脉不荣则暗淡。以健脾补肾，培源养血为先，“腹者有生之

细胞亚群失衡和抑制 B 细胞产生异常免疫球蛋白，使得疗效果

本，百病根于此”。运用温通手法针刺中脘、下脘、天枢（双）
、

突出[4]。经过治疗的患者腰背伸、弯曲活动度和关节压痛指数

气海，补益先天、后天之本，气海为元气汇集之处，具调补温

等都有所改善，ESR、CRP 均有下降，说明温通针法结合配穴

养肝、脾、肾三脏之气；急则治其标，阴陵泉、支沟穴以利水

能有效的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活动期的炎症反应，增强

消肿、通关开窍、疏经活络；
《标幽赋》
：“寒热痹痛，开四关

关节功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在治疗中发现，治愈的多为症

而已之。”合谷、太冲相配，一气一血、一阳一阴、一升一降，

状较轻的青年患者，躯体活动虽不受限，但 X 片仍显示关节边

协同以祛风散寒、行气活血。足三里、阳陵泉用温通针法，使

缘模糊或骨密度增强，此说明骨性损坏已无法逆转，故年轻的

酸胀、热感达到膝关节和足部，加强对病变部位的温煦作用，

腰背疼痛者应考虑此症的可能，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以有助于

使浊瘀水气得以消散。患者肿胀消除后，应补肾强腰，温通督

延缓和控制病情的进展。

脉，以宣痹止痛，故取大椎、命门、腰阳关、肾俞（双）、大

通过临床验案观察发现，运用温通针法结合配穴治疗 AS，

肠俞（双）、关元俞（双）、膀胱俞（双），施以温通针法，补

能较明显的改善病人的关节活动功能，延缓和控制 AS 进行性

肾壮阳，强督活络；取大椎温阳通督，中渎、风市祛风利湿，

的发展。鉴于本研究未进行大样本多中心且随访时间足够的随

三间、后合谷、昆仑（双）以调和全身气血、通经活络。

机对照试验，故无法对该疗法治疗 AS 的远期及综合疗效影响

2

讨

论

强直性脊柱炎（简称 AS）是一种不明病因引起的以骶髂
关节和脊柱关节为主，并可侵犯四肢关节和其他脏器的慢性进

提供客观依据和建议，这都是本研究的欠缺之处，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探索。
参考文献：

行性风湿性疾病。属中医“痹证”、“肾痹”、“骨痹”、“腰

[1]潘崇海.中医推拿临床手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5:302

痛”范畴，或称之为“龟板风”[1]。本病多见于青年男性，其

[2]方晓丽.郑魁山针灸临床经验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7

病位多位于腰骼、脊柱，腰为肾之府，脊柱为督脉循行所在。

[3]董洪魁,王建.温针灸配合中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22 例[J].中国针灸,2006,

AS 患者先天禀赋不足，肾精不充，督脉失养，正虚感邪，风

26(3):172

寒湿之邪乘虚内侵，不得宣泄而留滞督脉，发为痹证；痹证日

[4]王兴,张鸿婷,张秀荣.调督通脉针刺法对活动性 AS 免疫功能的影响[A].全

久，气血凝滞，耗伤正气，则使肾督亏虚之症加重，影响筋骨

国中西医结合强直性脊柱炎专题研讨会论文汇编[C].2007

的荣养淖泽而致脊柱僵化。目前西医无特效药治疗该病，仅以
对症治疗为主，病情仍呈进行性发展，且治疗药物副作用大，
长期药物治疗已成为难点。然而，针灸在治疗 AS 有独特优势，
能改善病人的临床症状，延缓该病的发展速度。
方晓丽教授认为治疗 AS 时应着眼于祛除病因，扶正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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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缺血性中风偏瘫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ischemic apoplexy semiplegia with acup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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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针刺治疗缺血性中风半身不遂的最佳方法和介入时机。方法：将符合病例纳入标准的 120 例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治疗组采用头穴久留针加电针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针手足阳明经穴法。同时用简化 Fugl-meger
（FMA）运动量表作为疗效评定标准进行偏瘫功能针刺效应评定。结果，两组患者在入组时，上下肢的运动功能并没有统计学意
义（P>0.05）
；治疗 1 个疗程（3 周）后治疗组和对照组上下肢的运动功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运用头穴久留针
加电针的方法治疗早期中风上下肢瘫效果好。
【关键词】 针刺；缺血性中风；偏瘫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est method and intervention opportunity of acupuncture on treating semiplegia from
ischemic apoplexy.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retaining needle on the acupoints of the head combined with electronic needl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acupuncture on
yangming meridians of the hands and feet. Simplified Fugl-meger exercise amount tables were applied as efficacy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efficacy evaluation.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after a treatment course (P<0.01). Conclusion: Retaining needle on the head acupoints and electronic needling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semiplegia from early ischemic apoplexy.
【Keywords】 Acupuncture; Ischemic apoplexy; Semipleg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7
中风（脑卒中）是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之一，是我国第

1

二大致死疾病和第一大致残疾病，根据病位深浅，病情轻重，
临床上将中风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两大类，中经络者病情较
轻，一般无神志改变，或神志较轻，仅表现为半身不遂，舌强
失语，面瘫等；中脏腑者，病情较重，表现为不同程度意识障
碍，并见半身不遂，失语等中经络症状，对中风偏瘫，单纯药
物治疗和康复训练收效不大。笔者自 2008 年 2 月～2011 年 2
月对中风偏瘫 60 例患者采用头穴久留针法加电针疗法进行治
疗，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本组共 120 例患者全部选自本院内科脑血管病房，均符合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上对脑卒中的诊断标准，并经
颅脑 CT 或 MRI 确诊，均为首次中风，无严重心肺疾病，无认
知功能障碍，脑梗死病程最短 1d，最长 5d，接就诊顺序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配比例为 1∶1，而且在性别﹑年龄﹑
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详见
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性别（n）
组别

2

n

病变性质（n）
年龄（岁）

男

病程（d）

女

脑梗死

治疗组

60

32

28

64.31±8.21

17.02±14.25

60

对照组

60

34

26

63.16±8.22

17.15±14.14

60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2.1.1 分期
①软瘫期：肢体痿软无力，肌张力低，腱反射减弱或消失，
一般发生在病后 2 周内。②硬瘫期：见肢体肌力部分恢复，肌

府﹑百会，硬瘫期取合谷﹑太冲﹑外关﹑百劳﹑承山﹑委中﹑
八邪﹑八风﹑风府。
先针刺头部，取运动区，常规消毒，以 15°的针刺方向沿
皮肤速刺入约 1 寸，上下两点对刺。针后小幅度快速捻转 200
次/min 以上，每针捻转 1min，间隔 15min，重复捻转一次，共

张力逐渐增高，出现联合运动，此期一般发生在 2 周以后。

留针 30min。头针第一次捻转完毕后，针刺极泉穴，快速直刺

2.1.2 方法

1.0～1.5 寸，尺泽穴 0.8～1.0 寸，再针刺相应配穴，极泉﹑尺

治疗组采用头穴久留针加电针的方法，头穴为病灶侧头部
运动区，并取患肢极泉﹑尺泽穴配穴：配穴软瘫期加人迎﹑风

泽接 G6805 电针仪，选用疏波，刺激强度以患肢出现节律性肌
肉收缩并产生轻微屈肘和屈指为度，留针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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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照组

头部乃脏腑和经络之气血汇聚之处，具有通调一身阳气的功

采用常规针刺阳明经穴，取穴患肢肩髃、手三里、合谷、

能，对头部穴位进行针刺可以使该类患者的椎一基底动脉的血

伏兔、阳陵泉、足三里、悬钟，肩髃、手三里、伏兔、阴陵泉

流供应情况得到显著改善，使外周的阻力明显降低，使患者的

接 G6805 电针仪（疏波）20min，两组均 10 次为 1 个疗程，休

机体微循环得到显著改善，使血液的粘、稠、聚状态明显降低，

息 3d。

对脑组织血流量的增加具有良性调节作用，而脑组织血液循环

3

的改善是患有脑卒中的患者的偏瘫功能改善的一个重要基础。

治疗效果

头针治疗则直接刺激诸阳之会，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调

参照国际合约的 Fugl-meger（FMA）肢体运动功能评定标

动五脏六腑之精气，促进肢体功能恢复。

准，进行上下肢功能针效应评定。

此外，针刺治疗也可能使皮层功能区之间的协调和代偿能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FMA 评 分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力明显增强，使在脑梗死发生之前处于“闲置”状态的脑组织

（P>0.05）
，治疗 3 周后，两组患者 FMA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的相关机能起有效的代偿功能。研究发现，头体针联用，能够

学意义（P<0.01），说明治疗组在改善上肢功能方面明显优于

防止缺血半暗带血管痉挛和血管内凝血，避免梗死范围扩大。

对照组。见表 2。

经 CT 检查证明，针刺头部相应刺激区，能促进病变早期脑水
肿消退，脑梗死宜早期接受头针治疗。在脑中风的瘫痪患者，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FMA 评分比较

4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60

16.72±11.65

33.62±16.74

对照组

60

16.46±11.08

22.82±16.30

讨

论

中风多为肝火夹痰，血瘀上扰清窍，致脑络阻遏，窍闭神
匿，神不导气，古代文献就有“头者，精明之府”，“精气皆

早期表现为弛缓性瘫痪，即肌无力和肌张力下降，随着病情的
发展，大约有 80%左右的患者在发病 3 星期后开始出现患肢痉
挛，痉挛的出现严重妨碍患肢的康复。早期针灸治疗是促进上
下肢瘫痪早期软弱无力肌群的收缩，抑制瘫痪后期出现的肌痉
挛。头针采用快速无痛进针、久留针、间断捻转法，行针可激
发经气、催气、行气、留针既可候气，可促进得气，运气。诸
法结合相得益彰，起效快，疗效高，致残率低。
编辑：李妍 编号：EA-121016070（修回：2013-02-11）

上升于头”，“手足三阳经皆循于头”之论。根据中医学理论，

针刺配合刺血拔罐治疗肩周炎 50 例
Clinical effect of bloodletting and ventouse on treating 50 cases of
scapulohumeral periarthritis
孙 超1 赵 军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36-02
证型：IDBG
中图分类号：R323.4+2
【摘 要】 目的：观察针刺配合刺血拔罐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探讨其作用机理。方法：符合诊断标准的 50 例肩周炎患
者，予针刺配合刺血拔罐治疗，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结果：治愈 30 例，好转 19 例，未愈 1 例，总有
效率为 98.6%。结论：针刺配合刺血拔罐治疗肩周炎有着便捷、安全、临床疗效确切等特点，可在临床上广泛推广运用。
【关键词】 肩周炎；针刺；刺血拔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bloodletting and ventouse on treating scapulohumeral
periarthritis. Methods: 50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bloodletting and ventouse once a day, 10 times in a treatment course.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investigated after 2 treatment courses. Results: 30 cases were cured, 19 cases were improved, and 1 case was uncure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8.6%. Conclusion: Bloodletting and ventouse treatment was convenient, safe and effective on treating
scapulohumeral periarthriti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capulohumeral periarthritis; Acupuncture; Bloodletting and ventou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8
肩周炎又称“五十肩、漏肩风、肩凝症”，是以肩部酸重
疼痛及肩关节活动受限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症。属中医学“痹
证”范畴，是临床常见病。多好发于 50 岁左右，女性多于男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性，本病的发生多与气血不足，经脉失于濡养；外伤劳损、外

本组病例 50 例，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28 例，平均年龄

感风寒湿邪，所致气血瘀滞有关。笔者采用针刺配合刺血拔罐

53 岁，病程最短 1 周，最长 1 年。50 例患者均有劳损或受风

治疗肩周炎 50 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总结报告如下。

寒湿邪病史，并伴有不同程度疼痛及肩关节活动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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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诊断标准

随访未复发。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中肩周炎的诊断标准[1]：①好发于 50 岁左右的体力劳动者，女

5

讨

论

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多起病缓慢。②慢性劳损，外伤筋骨，气

肩周炎是肩周围肌肉、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软组织发生

血不足复感风寒湿邪。③肩周疼痛，肩关节活动受限，常因天

慢性损伤性、无菌性炎症，以肩关节疼痛及功能障碍为主症，

气变化及劳累而诱发。④肩前、肩后、肩外侧均有压痛，外展、

为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属中医学“痹证”范畴。《灵

抬举、后伸等功能受限，出现典型的"扛肩"现象，病程久者出

枢•邪客篇》云：
“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则伤经络，

现肩部肌肉萎缩。⑤X 线检查无特殊改变，病程较长者可见骨

骨节机关，不得屈伸，故病攣也”。《张氏医通》云：“肩背痛

质疏松。

不可回顾，此手太阳气郁不行也。……风寒汗出中风，寒背痛。”

2

其病因病机多因年老肝肾渐衰，肾气不足，气血亏虚，复感风

治疗方法

寒湿邪，或劳累闪挫，邪气阻滞经络，经脉不通，气血运行不

2.1 取穴

畅。严重者可致肩关节局部粘连，出现局部剧烈疼痛，活动受

针刺采用近治和远治相结合。均取患侧肩髃、肩髎、肩贞、

限。本病是缓慢进展的，初期多为实证，中、后期以虚实夹杂

阿是穴、足三里、中平穴（足三里下一寸）
。手法：平补平泻，

为常见。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的经脉

1 次/d，留针 30min。配合刺血拔罐，即用三棱针在压痛点处刺

循行经过肩关节。肩髃、肩髎、肩贞分别属于手阳明大肠经、

出血后拔火罐。

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腧穴与阿是穴配合治疗，起到祛

2.2 操作手法

风散寒，疏通经络，化瘀止痛，使气血畅，关节疏利，局部微

患者取端坐位，暴露患侧肩部，局部皮肤常规消毒后，采

循环得到改善，加速炎性物质的代谢和吸收，达到通而不痛的

用直径 0.30mm、长为 1.5 寸毫针，常规针刺进针后行提插捻转

效果。足三里为多气多血的足阳明胃经腧穴，具有补虚、化生

手法至得气，将针留在适宜深度（以针根距皮肤 0.5 寸为宜）
。

气血之功[3]。中平穴是现代新发现的治疗肩周炎的经验效穴，

10min 行一次针，留针 30min。针刺完毕后，待患者休息片刻，

位于足三里下一寸，根据经络标本根结学说，四肢肘膝关节以

再进行局部刺血拔罐治疗。首先在病变部位寻找压痛点，用

下为经气始生始发之处，与头身有着密切联系，并可以治疗远

75%酒精棉球消毒压痛点处皮肤；再用已消毒的三棱针快速点

离部位的头身部疾病[4]。近治和远治相结合，使病邪得祛，筋

刺局部，通常以皮肤红润微有出血为度；随即用闪火法将火罐

脉舒通，气血调和，疼痛自止。刺血拔罐是一种简单，便捷的

迅速拔在刺血部位，并留罐 10～15min。起罐后，将皮肤上的

治疗方法。祖国医学认为刺血拔罐有其疏通经脉，温经散寒，

血迹用盐水棉球擦洗干净，再用碘伏棉球消毒针孔[2]。1 次/d，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之功。
《灵枢•九针十二原》曾提出“菀陈

10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2d，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则除之，去血脉也”的治疗原则。
《甲乙经》所云：
“久痹不去

3

身者，视其血络，尽去其血。”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拔罐后能

疗效观察

加快局部组织血液、淋巴循环，改善其营养状况，能有效的增

3.1 疗效标准

强机体的应激能力[5]。故笔者采用针刺与刺血拔罐的综合运用，
[1]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
治愈：肩部疼痛消失，肩关节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好转：肩
部疼痛减轻，活动功能改善；未愈：症状无改善。
3.2 结果
治愈 30 例，好转 19 例，未愈 1 例，总有效率 98.6%。
4

典型病例

简便易行，且更好的起到祛风散寒，疏经通络，活血止痛的治
疗作用。达到缓解疼痛，改善关节活动度治疗疾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90,191
[2]高扑香.刺血拔罐治疗肩周炎的护理[J].当代护士,2011(11):120

患者甲，女，56 岁，工人，于 2011 年 4 月就诊。主诉：

[3]张华,吴志刚,徐小玉.针刺足三里治疗肩周炎 120 例[J].井冈山学院学报:

右肩部疼痛 7 个月，加重 1 周。病史：7 个月前由于工作时间

自然科学,2008,29(10):101

过长，夜间睡觉时肩部常外露，自觉右肩部怕冷、疼痛，上举

[4]张兰亭.老年软组织损伤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0

不能，活动受限，自诉梳头、穿衣困难。经自贴膏药、理疗等

[5]徐强华.刺血拔罐治疗肩周炎 76 例[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5,19(5):48

治疗后，症状无明显改善。查体：神清语利，发育良好，营养
中等，心肺正常，右肩部上举不能，后伸、外展均受限。按压
右侧肩贞穴疼痛明显。舌苔白，脉沉弦。诊断为：肩周炎。属
劳损所致局部气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又复感风寒之邪致病。

作者简介：
孙超（1989-），女，籍贯：黑龙江；学历：研究生；工作单位：黑龙
江中医药大学。

遂用上法治疗 2 次，疼痛症状减轻，经 2 个疗程治疗后肩部未
见压痛点，右上肢可上举 90°，后伸、外展活动灵便。半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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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neuralgia from herpes zoster with
warmed needle acupuncture
王蓉娣 彭鹏鸣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江苏 江阴，214400）
中图分类号：R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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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温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52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26 例，行常规针刺
后，予艾灸治疗；对照组 26 例，给予常规针刺。结果：经过 1～3 个疗程治疗后，温针灸组总有效率为 92.3%；常规针刺组总有
效率为 80.7%；两组患者临床临床疗效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温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疗效明显，值得临
床使用。
【关键词】 温针灸；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neuralgia caused by herpes zoster with warmed needle
acupuncture. Methods: 5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6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nly routine acupunctu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2.3% and 80.7%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Warmed needle
acupuncture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neuralgia caused by herpes zoster,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Acupuncture with warmed needle; Herpes zoster led neuralg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19
带状疱疹是由水痘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沿身体一侧周围

发性或持续性的灼痛、刺痛、跳痛、刀割痛，遇情绪变化、

神经作带状分布的成群疱疹和神经痛为特征的病毒性皮肤病，

疲劳等因素时疼痛加剧，严重者影响了休息、睡眠、精神状

当疱疹消退后仍有部分病毒潜伏在神经节内，导致被侵犯部位

态等。

发生疼痛，称之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祖国医学称之为“蛇
丹愈后痛”。笔者近年来运用温针灸为主要手段治疗本病，取
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现总结报道如下。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先给予针刺治疗，以循经远取为主，辅以局部取穴。病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所有 52 例患者均为本院针灸科和皮肤科门诊患者，所患

变在胸胁背部取肋间同侧的夹脊穴以及患侧支沟、太冲、阳
陵泉、阿是穴；病变在腰腹背部取同侧相应夹脊穴及患侧足
三里、血海、三阴交、阿是穴。患者取侧卧位。所选穴位常

部位为躯干部。按患者先后顺序随机分成两组。温针灸组（简

规消毒，选用 30 号，1.5 寸毫针针刺。上述诸穴进针得气后，

称治疗组）26 例，其中男 15 例，女 11 例；年龄最小 34 岁，

施以捻转手法 2～3min，继之在夹脊穴及阿是穴针柄上套置

最大 69 岁，平均 51.5 岁；发病时间最短者 30d，最长者 5 个

一段 1.5cm 的艾条，点燃艾条燃烧至尽，每次每针灸 3 壮。

月；疼痛发生于胸背部 17 例，腹背部 9 例。单纯针刺组（简

隔日 1 次，30min/d，5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1 星期，

称对照组）26 例，其中男 13 例，女 13 例；年龄最小 32 岁，

根据病情再行第 2 个疗程。

最大 72 岁，平均 52 岁；发病时间最短者 30d，最长者 9 个月；

2.2 对照组
除不采用灸法外，取穴、针刺操作、疗程均与试验组相同。

疼痛发生于胸背部 14 例，腹背部 12 例。两组病例的性别、年
龄、病程、发病部位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以国家中医药管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带状

两组患者治疗 1～3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判定标准

疱疹后遗神经痛”疗效标准为依据。患者临床表现为病变区

痊愈：治疗 1～3 个疗程，疼痛完全消失，睡眠正常。

域内皮损消退后，其局部皮肤仍有疼痛不适，表现为局部阵

有效：症状与体征基本消失，睡眠时偶有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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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症状与体征改善，但劳累后仍感疼痛，睡眠欠佳。
无效：症状与体征无明显变化，影响睡眠。

3.2 治疗结果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 1，两组治愈例数与疗程关系见表 2。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有效

好转

无效

治疗组

26

15（57.7）

5（19.2）

4（15.4）

2（7.7）

对照组

26

6（23.1）

11（42.3）

4（15.4）

5（19.2）

表 2 两组治愈例数与疗程关系 [n（%）]
组别

n

第 1 疗程

第 2 疗程

第 3 疗程

治疗组

15

9（60.0）

4（26.7）

2（13.3）

对照组

6

1（16.7）

3（50.0）

2（33.3）

从表 2 可见，治疗组无论以治愈率，还是从治疗时间上，

瘀，三阴交燥脾湿，除热毒，以达到健脾化湿，化瘀止痛之效；

与对照组相比，都有显著性差异（P<0.05）
，部分患者仅治疗 1～

足三里为胃经合穴，该穴具有调理脾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

2 次就痊愈了。提示温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临床疗效

扶正祛邪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足三里有调节机体免疫力、增

明显优于单纯针刺组。

强抗病能力的作用。局部以痛为腧，取阿是穴以通利经络气机，

4

典型病例

疏调局部气血，活络止痛。
目前，临床在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上仍无很好的治疗

患者甲，女，62 岁，于 2011 年 5 月来院就诊。1 月前右

手段，大多数采取口服止痛药和营养神经药来缓解疼痛，但疗

侧胸背部出现带状分布成簇状丘疹水疱伴疼痛，经皮肤科予抗

效欠佳，且长期服用还会引起胃肠道刺激症状和其他一些不良

病毒、营养神经及消炎镇痛对症治疗，疱疹结痂消退，但皮损

反应。中医认为温针灸疗法具有泄热拔毒，行气化瘀通络之功，

处仍感刺痛、灼痛，劳累后疼痛加重，以夜间尤甚，精神不正，

加之灸可补阳，而“阳生则阴长也”，用灸法以热补气，使脾

睡眠欠佳。查体：右侧胸背部皮肤见带状分布色素斑，无丘疱

胃气盛，运化正常，则气阴得补，从而使经络得通，肌肤得养

疹，压痛明显。给予常规针刺，取第 6、7、8 胸椎右侧的华佗

则痛自止。从本研究来看，温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夹脊穴，配支沟、阳陵泉、太冲、阿是穴。夹脊穴及阿是穴针

疗效明显优于常规针刺，临床上值得运用。

柄套置 1.5cm 的艾条施灸，每次每针灸 3 壮，每次 30min，隔
日 1 次，经 2 个疗程治疗后，疼痛消失，临床治愈。
5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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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潜伏于机体神经细胞内，免疫功能低下，微循环障碍是后遗
神经痛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病毒处脊神经受损，故胸、腰、
腹部的病变取同侧相应夹脊穴阻断疼痛冲动传导；胸背多诱发
足少阳、足厥阴经病变，取阳陵泉、支沟、太冲等。太冲为足
厥阴肝经之腧穴，可泻肝经郁火及行气止痛；阳陵泉为足少阳
胆经之合穴，支沟为手少阳三焦经之经穴，此二穴对胸胁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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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有良好的止痛作用。腰腹部乃足阳明、足少阳、足太阴经
所居，当取阳陵泉、足三里、血海、三阴交等穴。血海活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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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足部反射区治疗 0～I 级糖尿病足
Treating diabetes feet of 0～I degree with moxibustion on the reflex zone of feet
杜 若 张 健
（安徽铜陵市中医医院，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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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艾灸足部反射区治疗 0～I 极糖尿病足的效果。方法：艾灸足部反射区，每穴持续灸 20min，1 次/d，
10d 为 1 个疗程。治疗 3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结果：2 例治愈，7 例显效，4 例有效，2 例无效。总有效率 86.7%。结论：艾灸治
疗刺激足部多个反射区，对 0～I 级糖尿病足患者起到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 艾灸；足部反射区；治疗作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xibustion on the reflex zone of feet on treating diabetes feet of 0～I
degree. Methods：To moxibust on the reflex zone on feet for 20 minutes every acupoints, once a day and ten days in a treatment course. The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fter 3 treatment courses. Results: 2 cases were cured, 7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4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2 cases were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6.7%. Conclusion: Moxibustion on the reflex zone of feet had notable
therapeutical effect on diabetes feet of 0～I degree.
【Keywords】 Moxibustion; Reflex zone on feet; Therapeut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20
糖尿病足为糖尿病患者因长期代谢紊乱而合并神经病变

等级和标准分为临床治愈：临床症状消失，2 例；显效：临床

及各种不同程度末梢血管病变而导致下肢感染、溃疡和（或）

症状明显好转，7 例；有效：临床症状好转，4 例；无效：达

深部组织的破坏。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重要原因，严重影

不到有效标准者，2 例。总有效率 86.7%。

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笔
者采用艾灸足部反射区治疗 0～I 极糖尿病足 15 例，现报道如

体

会

糖尿病足，祖国医学无此名称。后世医家根据糖尿病足的

下。
1

4

临床资料

临床表现将其归属为中医的消渴、脱疽范畴。其基本病机为，
气阴两虚，瘀毒阻塞，肢端失养[2]。现代医学认为糖尿病足是

15 例患者均为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临床确诊为 0～

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在高血糖基础上，多种因素

I 级糖尿病足住院患者，其中男 9 例，女 6 例；年龄 45～79

相互作用导致其血流量降低，神经组织缺血缺氧，蛋白非酶糖

岁，平均 64.5；病程最短 5 年，最长 35 年，平均 17 年。所

基化，神经生长因子缺乏，并且高血糖使山梨醇、果糖在神经

有病例均符合 1995 年中华糖尿病学会第一届全国糖尿病足学

细胞中大量堆积，导致 Na -K-ATP 泵活性下降，造成神经细胞

会会议制定“糖尿病足检查方法及诊断标准（草案）”[1]。分

水肿，引发糖尿病神经病变，最终导致糖尿病足溃疡风险发生。

级标准参照 Wagner 分级法。临床早期以下肢远端感觉障碍为

此外高血糖还可以引起自由基增多，氧化应激增强，血管内皮

主，肢体的部分麻木、疼痛，冰冷，病情逐渐发展，渐出现

细胞功能障碍，这些因素也参加了糖尿病时血管损害及微血管

刀割样痛或持续性剧痛，严重者夜不得寐，肌肉萎缩、肢体

病变的发生，进而导致神经损害。一旦足溃疡形成，其创面难

溃烂、坏疽。

以愈合，迁延日久，甚至不断恶化，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截肢。

2

治疗方法
①基础治疗：控制饮食、适当有氧运动、心理调节，注射

＋

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严重影响生存质量。
生物全息医学认为，人体某一局部，它都完整地排列着全
身相关组织的反射区，是全身各器官的缩影[3]。足部是一个包

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控制血糖。②艾灸足部反射区：穴位选取：

含了全部生命信息的全息胚器官。足部分布着与人体各组织器

垂体、肾、肾上腺、胰腺、胃、十二指肠、脾、血糖区、尿糖

官相对应的同名反射区。而足的部处于离心远端，位置最低，

区。治疗时，患者仰卧位，每次选取双足各 3 个穴位，采用温

血流速度最慢，血液中的代谢产物容易沉积下来，更易引发足

和灸，距皮肤 25mm，每穴持续灸 20min，1 次/d，10d 为 1 个

部的病变。刺激足部反射区可以改善足部的血液循环，使其血

疗程。治疗 3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管扩张、血流加速、血流量增大并能直接改善相对应的脏腑组

3

治疗效果
参考卫生部发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有关的

织器官的功能，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
本病的治疗中首先应以严格控制血糖异常，改善微循环，
控制感染的全身治疗为基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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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神经病变、足部溃疡和截肢发生机率。艾灸足部反射区是
建立在全身治疗基础上的局部治疗，利用艾具有明显的温通特
性，艾灸燃烧产生热效应，通过皮肤感受器激发调整神经系统
的功能。直接作用于足部反射区可温阳散寒，疏通经络，行气
活血，内调脏腑，外荣肌肤。此外艾灸燃烧产生的光辐射效应，
能促使人体产生大量 ATP，既可为机体细胞的代谢活动、免疫
功能提供必需的能量，也可为能量缺乏的病态细胞提供活化
能；通过神经-体液系统传递人体细胞所需的能量[4]。近红外辐
射还可透达皮下深部组织，并可通过毛细血管网传到更广泛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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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为人体吸收。艾燃烧过程中产生的艾烟和挥发油具有光

杜若，主治医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曾就

谱抗菌和抗病毒的作用，能清除自由基和过氧化脂质。够对足

职于吉林省长春众康医院中医科、吉林省中医院针灸科、安徽铜陵市中医

部溃疡起到积极的预防和治疗作用。临床观察通过艾灸治疗，

院针灸科。

刺激足部多个反射区，对糖尿病足起到提前干预，延缓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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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 0～I 级糖尿病足患者起到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针灸加耳穴贴压治疗不寐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nsomnia with acupuncture and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刘家生
（辽宁省海城市中医院，辽宁
中图分类号：R338.63

海城，114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41-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针灸加耳穴贴压治疗不寐的临床效果。方法：对 78 例不寐症患者进行辨证分型后，分别采用针灸和
耳穴贴压的方法治疗。结果：19 例阴虚火旺型患者中，治愈 15 例，有效 3 例，无效 1 例；14 例肝郁化火患者中，治愈 12 例，有
效 2 例，无效 0 例；28 例心脾两虚型患者中，治愈 22 例，有效 3 例，无效 3 例；12 例胃中不和型患者中，治愈 9 例，有效 3 例，
无效 0 例；5 例心胆气虚型患者中，治愈 3 例，有效 1 例，无效 1 例。结论：针灸加耳穴贴压治疗对治疗不寐症有良好的临床效
果。
【关键词】 针灸；耳穴贴压；不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on treating insomnia.
Methods: 7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different types, and given acupuncture and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on different
acupoints. Results: Of all the 19 cases of Yinxu Huowang type, 15 cases were cured, 3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1 cases were ineffective. Of
all the 14 cases of Ganyu Huahuo type, 12 cases were cured, 2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none were ineffective. Of all the 28 cases of Xinpi
Liangxu type, 22 cases were cured, 3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3 cases were ineffective. Of all the 12 cases of Weizhong Buhe type, 9 cases
were cured, 3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none were ineffective. Of all the 5 cases of Xindan Qixu type, 3 cases were cured, 1 case was
effective and 1 case was ineffective.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somnia.
【Keywords】 Acupuncture;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Insomn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21
不寐亦称失眠或“不得眠”
、
“不得卧”
、
“目不瞑”是指以

期的痛苦，甚至形成对安眠药物的依赖，而长期服用安眠药物

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并有头晕、健忘等症状为主的脑神经

又将引起医源性疾病。笔者自 2008 年以来，根据中医学辨证

疾病。表现为难入寐，寐而易醒，醒后不能寐或时寐时醒，甚

施治思想，经辨证分型，以针炙配合耳穴贴压治疗 78 例长期

至彻夜不能入寐。常因情志、饮食、体虚禀赋而至心胆脾肾阴

失眠患者，现报告如下。

阳失调，气血失和。常见于西医学的神经官能症，更年期综合
征等。认为是由于长期过度的紧张脑力劳动，强烈的思想情绪
波动，久病后体质虚弱等，使大脑皮层兴奋与抑制相互失衡，
导致大脑皮层功能活动紧张而致。顽固性的失眠给患者带来长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78 例患者均 CT 或 MRI 排除脑部实质性病变，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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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及 B 超排除甲状腺病变，大多为长期失眠患者，平均每夜睡

2

眠不足 4h，且多伴有入睡难，易醒多梦、心悸、头晕、性情、
饮食改变等症状，其中男 36 例，女 42 例，年龄 30～70 岁；

治疗方法

2.1 针灸治疗
主穴取百会，四神聪，印堂，风池，内关，神门，足三里，

病程最长 7 年，最短 2 个月；78 例患者均服用过镇静安眠类药

三阴交，肝火上扰加肝俞，太冲，阴虚火旺加肾俞，太溪，心

物及其他中医疗法，虽有一定疗效，但停药后即复发，伴有神

脾两虚加心俞，脾俞，胃中不和加中脘，合谷，心胆气虚加心

疲乏力，头晕目眩，记忆力减退，头痛，健忘等。

俞，胆俞，每日一次，平补平湿手法，百会，四神聪，按 G6805-2

1.2 辨证分型

型电针仪，选连续波，频率 2.5Hz，留针 25～30min，强度以

根据全国中医药专业技术资料考试大纲与纲则，进行诊断

患者能耐受为度，针后艾条温炙百会穴，10 次为 1 个疗程。

和辨证分型，因情感所伤，肝气郁结，肝失条达，气郁不舒，

2.2 耳穴贴压

郁而化火，火性炎上或阴虚阳亢，扰动心神。
肝郁化火型：不寐，性情急躁易怒，不思饮食，口渴喜饮，
目赤口苦，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脉弦而数。
阴虚火旺型：因惊恐，房劳伤肾，致肾阴亏虚，心火独亢，
心肾不交而致。临床症状为虚烦不寐或稍寐即醒，手足心热、

主穴为神门，心，皮质下，肾，配穴为脾、肝、枕、额、
脑干，每次取 4～5 穴，用胶布将王不留行籽贴压固定于上述
耳穴，每穴每次按压 30 次，每日按压 3～4 次，要求有酸、麻、
胀、发热感觉，3～4d 换贴 1 次，左右交替。
治疗效果

心悸、出汗、口干舌燥、头晕耳鸣、健忘、遗精、腰酸、舌质

3

红、脉细数。

3.1 疗效标准

心脾两虚型：因操劳太过，思虑忧愁，致损伤心脾，气血

治愈：治疗后睡眠正常，每夜睡眠时间在 6h 以上，每夜

虚弱，神失所养而致，临床症状为夜来不易入寐，寐则多梦易

醒来次数减少 2 次以上，甚至夜间不醒。

醒，心悸健忘，容易出汗，面色少华，精神疲惫，纳差，脘痞，
便溏，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

有效：治疗后睡眠时间延长，每夜睡眠时间在 5h 以上，
每夜醒来次数减少 1～2 次以上。

胃中不和型：因饮食不节致脾胃不和，湿聚生痰，痰郁化

无效：治疗后症状无改善，每夜持续睡眠时间仍不足 4h，

火，上扰神明而致，即胃不和则卧不安。临床症状为夜不能眠，

每夜醒来次数无减少。

脘腹胀满，头晕目眩，嗳气，饮食不化，舌苔黄腻，脉滑。

3.2 治疗结果

心胆气虚型：决断无权，遇事易惊，心神不安，导致心烦

针灸加耳穴贴压对不寐患者睡眠状况的改善及对不同证

不寐，多梦，易醒，胆怯心悸，遇事善惊，气短倦怠，小便清

型患者的疗效分别见表 1。

长，舌淡，脉弦细。
表 1 不同证型不寐患者治疗结果
证型

n

治愈

有效

无效

阴虚火旺

19

15（78.9）

3（15.8）

1（5.3）

肝郁化火

14

12（85.7）

2（14.3）

0（0.0）

心脾两虚

28

22（78.5）

3（10.7）

3（10.7）

胃中不和

12

9（75）

3（25）

0（0.0）

心胆气虚

53

（60.0）

1（20.0）

1（20.0）

3.3 病例介绍

门和心包经络穴内关针刺可宽胸理气，养心安神；足三里为足

患者甲，女，48 岁，患者诉半年前由于与他人发生口角后

阳明经合穴，有强壮作用，为保健要穴，有健脾和胃，扶正培

中，经常失眠头痛，头晕目眩，口苦咽干，多烦易怒，目赤耳

元，理气降逆，通经活络之功；三阴交健脾益气，柔肝益阳，

鸣，胸胁部胀痛，舌苔薄黄，脉弦数，每日需服镇静剂才能入

可便脾气和，肝气疏泄。
“耳为宗脉之所聚”
，由于经脉内联脏

睡，诊为不寐（肝火上扰证）
，给予针刺百会，四神聪、神门、

腑，外络肢节，耳与五脏六腑及人体各部之间，在生理、病理

三阴交、肝俞、太冲、耳压取穴神门、心皮质下、肝，2 个疗

方面也是息息相关的，刺激耳穴有良好性调整作用，可以治疗

程后病愈。

各种病症。心主神明，心肾相交，神门主治失眠多梦，皮质下

4

讨

论

失眠症是一种在明显心理影响下所出现的，以长时间睡眠

主治神经衰弱，调节神经功能，故取心神门，皮质下，肾等穴
耳穴贴压，可有效治疗失眠。除此之外，还须注重精神调理，
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清除烦恼，焦虑情绪，保持心情

障碍为主要表现的心理生理障碍性疾病。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等

舒畅，合理安排生活，起居有节，并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因素的增加，人群中存在睡眠障碍的比例逐年升高，其病理变

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化均与阴阳失调，心肾不交有关，百会穴为诸阳之会，针刺或
艾灸可潜阳入阴，平肝熄风，配合四神聪、印堂、风池等头部
穴位以达安神定志，潜阳入阴之功；病经在心，取心经原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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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针疗法治疗肱骨外上髁炎 37 例
Treating 37 cases of 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with float-needling therapy
蒋湘萍
（山东省枣庄市中医医院，山东 枣庄，277100）
中图分类号：R32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43-01

证型：IDBG

【摘 要】目的：观察浮针疗法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2 例肱骨外上髁炎患者分为浮针组 37 例，电针组 35 例。
浮针组：给予浮针疗法，3 次/d，3 次为 1 个疗程。电针组：给予常规针刺，1 次/d，6 次为 1 个疗程。结果：浮针治疗组总有效率 94.6%，
电针对照组 7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浮针疗法治疗肱骨外上髁炎具有较好临床疗效。
【关键词】 肱骨外上髁炎；浮针疗法；电针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loat-needling therapy. Methods: 7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7 cases were given the float-needling therapy, while the other 35 cases were given the electro-acupuncture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float-needling therapy group was 94.6%,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lectro-acupuncture therapy
group 74.3% (P<0.05). Conclusion: Float-needling therapy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Keywords】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Float-needling therapy; Electro-acupuncture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22
肱骨外上髁炎又名网球肘或家庭主妇肘，主要由于前臂伸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肌群反复或强烈的收缩、牵拉，而使得位于肱骨外上髁的腕侧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桡伸肌的肌腱起点发生不同程度的急慢性累积性损伤。属中医

治疗组

26

5

4

2

94.6

学“筋痹”范畴。笔者自 2007 年 8 月～2011 年 8 月采用“浮

对照组

17

3

6

9

74.3

针”治疗本病 37 例，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注：经统计学处理，P<0.05，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说明浮针治疗组明显
优于电针组。

浮针治疗组：37 例患者均为门诊病人，其中男 14 例，女
23 例；年龄最小 19 岁，最大 62 岁；病程最短 5d，最长 2 年；
右侧 32 例，左侧 5 例。电针治疗组：35 例患者亦为门诊病人，
其中男 17 例，女 18 例；年龄最小 21 岁，最大 58 岁；病程最
短 7d，最长 1 年半；右侧 29 例，左侧 6 例。
2

治疗方法
浮针治疗组：病人取仰卧或坐位，患肘屈曲约 120°角，

在患肘处找到 MTrP（筋膜触发点）
，在肘关节桡侧即 MTrP 下
方约 4～8cm 处取穴，常规皮肤消毒；施术前，医者手指消毒。
进针前，医者左手拇食二指将施术部位皮肤轻轻捏起，右手持
进针器将针与皮肤呈约 15°角快速打入皮下，放平针身，沿皮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2011 年 5 月就诊。患者于 2 个月前打乒乓球运动后

突感右侧肘部酸胀疼痛，活动受限，曾做封闭治疗 3 次，并做小
针刀 1 次，无明显疗效。近日来疼痛加重，前臂乏力，时有持物
困难，遂来就诊。查体：右侧前臂活动受限，前臂伸肌紧张试验
阳性，并在患肘处找到 MTrP（筋膜触发点）
。遂按上法做浮针 1
次，隔日来诊明显好转，又施术 1 次而愈。
5

体

会

浮针疗法是一种侵入性物理治疗方法，是用一次性浮针针
具为治疗工具，以局部病症为基准，找到患处 MTrP（筋膜触

下将针身全部向前推进，运针过程中病人没有酸麻胀痛感，退

发点）
，在 MTrP 周围进针，针尖对准病灶，针体沿皮下浅筋

出针芯，将管座上的突起放置于针座上的卡槽内，遂进行扫撒

膜层前行。它与传统针灸相比，具有取穴少、无疼痛、留针时

运动，即以进针点为支点，手握针柄，左右摇摆，使针体做扇

间长、做扫散及带针运动等特点；与针刀相比，无局部损伤、

形运动 3～5min。扫撒时动作要轻柔有节律，稳定，要圆中有

痛苦小。故易被患者接受。浮针疗法是对传统针灸理论的继承、

方，方中带圆。后嘱病人活动肘关节，直到病人感到疼痛减轻、

发展和创新。《灵枢》中的毛刺、直针刺、浮刺、半刺等刺法

消失为止。留针 1～2h，留针期间可重复做扫散运动。扫散完

是浮针疗法皮下进针的理论来源和依据，分刺、恢刺、齐刺、

成后，抽出针芯，留管 5h。每 3d 行 1 次，3 次为 1 个疗程。

扬刺、短刺、傍针刺、豹纹刺、关刺、合谷刺等刺法都是近部

电针治疗组：取穴：患肢曲池、手三里、阿是穴、外关、

进针。因此，浮针疗法的操作特点与中医理论的中医皮肤学说、

合谷。操作：常规针刺取平补平泻后，将曲池、手三里穴接通

皮部理论、近治原理、以痛为输理论、
《内经》刺法关系密切。

“6805”电针仪疏密波，留针 30min。1 次/d，6 次为 1 个疗程。

在临床治疗中，所有痛证经浮针治疗均有效果，其疗程与病程

3

疗效观察
疗效评定标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疗效

评定。治愈：肘部疼痛消失，前臂伸肌紧张试验阴性；好转：
肘部疼痛明显改善，前臂伸肌紧张试验阴性或弱阳性；无效：
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改善。治疗结果见表 1。

长短、病情轻重有关。浮针疗法具有简、便、验、廉，安全无
痛，见效极速，无副作用等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作者简介：
蒋湘萍（1965-），女，主治医师。研究方向：针灸治疗疼痛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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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针联合拔罐等治疗带状疱疹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erpes zoster with
pyonex and ventouse
王建修 赵 欣 刘艳晓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襄阳市中医医院，湖北 襄阳，441000）
中图分类号：R57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44-02

证型：IDGA

【摘 要】目的：观察梅花针联合拔罐等治疗带状疱疹的疗效。方法：对照组：外擦阿昔洛韦软膏，依据病情轻重口服盐酸
伐昔洛韦颗粒或静滴更昔洛韦；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梅花针联合拔罐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0%，对照组
总有效率为 78.3%，两组比较（P<0.01），说明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梅花针联合拔罐治疗带状疱疹安全、有效,
适合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梅花针；拔罐；带状疱疹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yonex combined with ventouse on treating herpes zoster.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ciclovir for external use and given valaciclovir hydrochlordide granula orally or Ganciclovir for injection based
on the pathogenetic conditio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pyonex combined with ventouse therapy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5.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8.3%. Conclusion: Pyonex combined
with ventous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herpes zoster.
【Keywords】 Pyonex; Ventouse; Herpes zost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23
带状疱疹为皮肤科常见病，好发于中老年人，典型皮疹为

依据病情轻重口服盐酸伐昔洛韦颗粒（四川明欣药业），0.3g/

红斑基础上簇集性水疱，水疱绿豆大小，疱壁较厚，疱液清澈，

次，2 次/d 或静滴更昔洛韦（湖北潜龙药业），每次 5mg/kg，

多数簇集水疱常沿神经走向呈带状排列，群间皮肤正常。皮疹

2 次/d。

发生于身体的一侧，一般不超过正中线，有明显的神经痛，可

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梅花针联合拔罐治疗，梅

在皮疹出现前或伴随皮疹发生，年龄越大疼痛越明显，部分老

花针叩刺：患者充分暴露皮损部位，局部皮损常规消毒，以无

年患者皮疹消退后可留下顽固性神经痛，影响患者日常生活，

菌梅花针叩刺皮损及疼痛区，手法由轻到重，均匀叩刺，至皮

笔者自 2010 年 6 月～2012 年 9 月采用梅花针联合拔罐等治疗

肤微微出血为度；拔罐：在叩刺部位，用闪罐法拔出叩刺部位

带状疱疹，取得满意疗效，现总结报道如下。

的少量血液后，用碘伏棉签轻轻擦去局部血水样渗出液，梅花

1

资料与方法

针联合火罐治疗隔日 1 次。
两组均连续治疗 10d 后评价疗效。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共 120 例，均为本院 2010 年 6 月～2012 年 9

2

疗效标准

月期间皮肤科门诊患者。诊断标准符合《临床皮肤病》 [1] 中

痊愈：皮损结痂，自觉症状（痛、痒、烧灼感）消失，未

有关带状疱疹的诊断，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出现后遗神经痛；显效：皮损结痂，自觉症状（痛、痒、烧灼

各 60 例，治疗组男性 25 例、女性 35 例；年龄 30～80 岁，

感）缓解，未出现后遗神经痛；有效：皮损结痂，自觉症状（痛、

平均年龄 56.32 岁，病程 1～5d。对照组男性 28 例、女性 32

痒、烧灼感）缓解，出现后遗神经痛；无效：皮损未好转，有

例；年龄 25～76 岁，平均年龄 53.13 岁，病程 1～5d。两组

新发疱疹，自觉症状（痛、痒、烧灼感）未缓解；总有效率以

在年龄、性别、病程及治疗前皮损严重程度方面差异不显著，

痊愈率加显效率计。

具有可比性。排除：①妊娠及哺乳期妇女；②伴有肝、肾等

3

治疗结果

严重内脏疾病的患者；③内服或外用过其它治疗带状疱疹药
物；④对治疗药物过敏者；⑤不依从治疗无法判定疗效或资
料不全病例。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外擦阿昔洛韦乳膏（湖北科益药业），5 次/d；

3.1 疗效
采用卡方检验，将两组治疗结果比较，总有效率有统计学
，治疗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 1）
。
意义（x2=7.21，P<0.01）
（下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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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掐人中穴对癫痫发作脑电图的影响
The effect of pinching Renzhong point on epilepsy electroencephalogram
魏 奎 张 莉
（滕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山东
中图分类号：R742.1

文献标识码：A

滕州，277533）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45-02

【摘 要】 目的：通过对癫痫病人临床发作时指掐其人中穴引起的脑电图改变与癫痫病人临床发作时脑电图检查相对比，探
讨指掐人中穴对癫痫病人临床发作时的治疗作用和引起的脑电图改变。方法：选取自 2011 年 2 月～2012 年 6 月在我院脑电图检
查中由过度换气诱发试验诱发的癫痫临床发作患者 76 例。对其发作前，发作时，指掐人中穴后脑电图癫痫波改变和癫痫临床过程
进行观察比较。结果：观察组 39 例，指掐人中穴后脑电图癫痫样波明显改变 22 例，有改变 16 例，无改变 1 例。对照组癫痫病人
发作后癫痫样波明显改变 7 例，有改变 13 例，无改变 17 例。两组观察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表明指掐人中穴可使癫痫发
作时的脑电图异常波减少和（或）消失。结论：指掐人中穴可使癫痫发作病人脑电图癫痫样波波幅降低，频率减少，同时使病人
癫痫发作时间缩短或发作中止，症状减轻。
【关键词】 人中穴；脑电图；癫痫样波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al effect of pinching Renzhong point on epilepsy and effect on
electroencephalogram variation. Methods: 76 cases of epilepsy evoked by overventilation under electroencephalogram inspection from
February 2011 to June 2012 were selected.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 variations before and after epilepsy paroxysm were detected. Results:
Of all the 39 cases in the treated group, which was pinched on Renzhong point, 22 cases had significant variation on electroencephalogram,
16 cases had variation, and 1 case had none variation. On the other hand, 7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verified significantly, 13 cases
verified, and 17 cases didn’t verif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Pinching Renzhong
point could effectively lower the amplitude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diminishe its frequency and shorten even stop the breakout of
epilepsy.
【Keywords】 Renzhong point; Electroencephalogram; Eleptiform wav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24
癫痫病每年发病率约为 35/10 万，患病率约 0.5%。我国每

1.1.2 入组标准

年有 45 万新癫痫病人发病，总数约 650 万人。癫痫作为一种

符合国际抗癫痫联盟关于癫痫发作和癫痫综合征的分类

常见的慢性疾病，不仅反复的癫痫发作，可给病人造成身心损

诊断标准，均为全身强直阵挛发作，发作连续 2 年以上，每月

害，且长期服药、社会歧视等同样也使病人及其家属背上沉重

至少 2～3 次以上，发作时意识丧失，既往脑电图检查异常，

的心理负担。目前控制癫痫发作的主要手段是抗癫痫药治疗。

发作时表现为高波幅棘波、尖波、棘—慢综合波、尖—慢综合

抗癫痫药治疗可使 80%的病人癫痫发作获得控制。因长期服

波等癫痫样波。发作停止，脑电图变为平坦活动，病人进入昏

药，大约有 50%的病人存在用药依从性差的问题[1]，因此影响

睡，随着意识恢复，脑电图逐渐恢复到发作前式样。现服用抗

了药物治疗的效果。

癫痫药治疗。

中医针灸治疗癫痫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黄帝内
经》中即有详细记载。但显示临床应用确切疗效的相关现代科

1.2 方法
1.2.1 观察组

学数据报道较少，制约了针灸治疗癫痫的发展。为了更好的发

对癫痫病人进行脑电图检查，在常规记录 5min 后嘱其进

挥针灸治疗癫痫的优势，使用更简便有效的方法治疗癫痫。本

行过度换气诱发试验，诱发出癫痫发作同时脑电图出现癫痫样

文通过观察指掐人中穴对癫痫发作时的脑电图改变，为临床穴

波形时，立即用右手拇指甲压掐病人人中穴。对其发作前，发

位治疗癫痫提供脑电图学依据。

作时，和进行指掐人中穴后的脑电图波形变化和癫痫发作过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病历选择
选择 2011 年 2 月～2012 年 6 月在本院门诊做脑电图检查

进行观察、统计并分析。
1.2.2 对照组
脑电图检查同观察组，不进行指掐人中穴。
1.3 临床疗效评定
根据症状和脑电图改变程度评定疗效。①明显改变：癫痫

由过度换气诱发试验诱发癫痫大发作的癫痫病人 76 例，年龄

发作停止，脑电图癫痫样波波幅降低 50%以上甚至消失和（或）

14～56 之间，男性 42 例，女性 34 例。检查前随机分为观察组

频率减少。②有改变：癫痫发作逐渐停止，脑电图癫痫样波波

39 例和对照组 37 例。

幅降低 20%～50%和（或）频率减少。③无改变：癫痫发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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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电图检查对癫痫有特异性诊断价值。本文观察到用指掐

重或持续状态，脑电图癫痫样波降低小于 20%、无变化或较前
频繁，波幅增高

人中穴可使癫痫病人脑电图癫痫样波波幅降低，频率减少，同

1.4 数据分析

时使病人癫痫发作时间缩短或发作中止。
神经元兴奋性增强及过度同步化发放是产生癫痫的基本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结果计量资料用

[3]

条件 。癫痫发作时强直期脑电图为 20～30Hz 棘节律，阵挛

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及穴位治疗前后均数的差别用 t 检验。
2

结

期棘波间以慢波，病人停止抽搐，癫痫波逐渐消失，变为平坦

果

活动，随着意识恢复，脑电图恢复到发作前的式样。从本文观

两组癫痫病人的脑电图改变对比，见表１。

察结果中癫痫发作病人的脑电图癫痫样波波幅降低，频率减
少，显示指掐人中穴通过人体经络系统可有效降低起始神经元

表 1 两组癫痫病人的脑电图改变对比[n（%）]
组别

明显改变

有改变

无改变

观察组（n=39）

22（56.41）

16（41.12）

1（2.56）

对照组（n=37）

7（18.92）

13（35.14）

17（45.94）

的兴奋性及过度同步化，阻止异常放电向外传播，阻止了痫性
发放，使癫痫临床发作中止，起到了治疗癫痫的作用。为临床
针灸治疗癫痫提供了脑电图依据。同时，对于癫痫发作突然，
时间较短，对大脑有损伤等，指掐人中穴有控制发作快，操作

注：两组脑电图改变显著性检验，P<0.05。

3

讨

简便易学，危险性小等特点，作为一种简便有效治疗癫痫的实

论

用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针灸治疗癫痫是祖国医学的一大特色，现代解剖观察穴位

参考文献：

与神经有关者占 50%～60%。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穴位有低阻抗、

[1]吴逊.癫痫和发作性疾病[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338

高电位的电学特征。这种特征随机体不同生理病理状态和外界

[2]郭诚杰.针灸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24

环境条件等因素改变而变化。腧穴多数具有双向调整作用，对

[3]吴逊.癫痫和发作性疾病[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32

机体的不同状态有双向性的良性调整作用[2]。

作者简介：

人中穴位于人体面部，人中沟的上 1/3 与中 1/3 交点处，
主治昏迷、晕厥、癫狂痫、小儿惊风、口角歪斜、腰脊强痛等，

魏奎，主治医师，山东省滕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有治疗癫痫作用。掐法是中医针灸按摩的一种基本手法，具有
编辑：张红敏 编号：EA-12110645（修回：2013-02-13）

强刺激作用。
（上接 44 页）
表 1 两组不同方法治带状疱疹的疗效比较（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0

47

10

3

0

95.0

对照组

60

38

9

12

1

78.3

3.2 副作用

先于皮毛。”十二皮部与经络、脏腑联系密切，梅花针叩刺作

在治疗过程中，治疗组有 1 例患者在初次使用梅花针治疗

用于十二皮部，能够激发调节脏腑经络，泻火解毒，通络止痛，

时出现头晕、眼花、恶心等“晕针”现象，停止梅花针叩刺，

祛腐生新，对防止后遗神经痛有较大作用[4]，而拔罐亦能行气

卧床休息片刻后恢复，其余患者均未出现明显副作用。

活血、消肿止痛，可以吸出病灶处的邪气，同时促进局部血液

4

讨

循环，达到通络止痛，恢复机体正常功能的作用。梅花针叩刺

论

联合拔罐，两者协同作用，增强了泻火解毒、通络止痛的效果，

带状疱疹属祖国医学“蛇串疮”范畴，现代医学认为带状

临床应用取得满意疗效，梅花针联合火罐等治疗带状疱疹疗效

疱疹是由潜伏于脊髓后跟神经节或颅神经的感觉神经节的水

优于对照组，说明操作简单的中医特色疗法在常见病的治疗中

痘-带状疱疹病毒，在机体受到某种刺激（如创伤、疲劳、恶性

有可靠效果，同时也提示应善于发掘简单实用的中医特色疗

肿瘤或病后虚弱等）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时，潜伏病毒被激活，

法，优化治疗方案，提高临床疗效。

沿感觉神经轴索下行，达到该神经所支配区域的皮肤内复制，
产生水疱，同时受累神经发生炎症、坏死，产生神经痛[2]。中

参考文献：

医学认为本病多因肝经火毒，外溢皮肤；或湿热内蕴，外溢皮

[1]赵辨.临床皮肤病学[M].3 版.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00-302

肤；或感染毒邪，湿热火毒蕴积肌肤而成。年老体弱者，常因

[2]张学军.皮肤性病学[M].6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59-60

[3]

血虚肝旺，湿热毒盛，气血凝滞，以致疼痛剧烈 。梅花针又

[3]陆德铭.中医外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25

名皮肤针，在《灵枢经》里“毛刺”
、
“杨刺”的描述跟梅花针

[4]姜晓君.梅花针叩刺治疗带状疱疹 70 例疗效观察[N].中国医药导报,2010,

治疗有许多相似之处，至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素问·皮

7(16):112

部论》曰：“凡十二经者，皮之部也。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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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与艾灸配合治疗颈椎病 200 例的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200 cases of cervical syndrome wit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李华新 赵 立
（湖北省红安县中医院，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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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针刺艾灸治疗颈椎病的有效途径。方法：采用艾灸颈夹脊以及针刺风池、肩井、肩髃、大椎、天宗等
穴治疗颈椎病 200 例。结果：总有效率 97%。提示: 针刺与艾灸配合治疗颈椎病效果明显。
【关键词】 颈椎病；针刺；艾灸；针灸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 treating cervical syndrome. Methods:
200 patients were given moxibustion on the cervical Jiaji point and acupuncture on Fengchi, Jianjing, Jianyu, Dazhui, Tianzong and other
acupoint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7%. Conclus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ervical
syndrome.
【Keywords】 Cervical syndrome;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cupuncture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25
临床上出现颈脊强损害的表现，下肢无力，走路如踩棉

颈椎病为临床多发病、常见病，多见于中老年人，颈椎病
又称颈椎综合征，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

花。

综合征、颈椎间盘脱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

1.2.4 椎动脉型
曾有猝倒发作，并伴有颈性眩晕，旋颈试验阳。

基础的疾患。主要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椎间盘脱
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椎动脉受压，导致一

1.2.5 交感神经型
临床表现为头晕，眼花，耳鸣，手麻，心动过速，心前区

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
针刺及艾灸作为颈椎病的最常用的治疗方法，疗效可靠，
大多数患者在患病期间均接受过针灸的方法进行治疗。我科自

疼痛等一系列交感神经症。
1.2.6 混合型
具有以上两种及两种以上临床表现者。

近五年以来，采用针刺配合艾灸治疗颈椎病患者，疗效显著，
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3 治疗方法
1.3.1 针剌治疗方法
神经根型可配患侧肩髃、天宗、臂臑、养老等穴；椎动脉
型可配太阳、头维、百会、四神聪、内关、三阴交、太冲、足

所选病例均为 2006 年 3 月～2011 年 8 月在我科就诊的各

三里等穴；交感神经型可配太阳、睛明、球后、翳风、内关、

型颈椎病患者 200 例，其中男性 110 例，女性 90 例，神经根

足三里、三阴交、交信、阴交等穴。各型颈椎病均应选取颈椎

型 44 例，交感神经型 20 例，混合型 30 例，颈型 38 例，椎动

棘突旁的压痛点及圆形或条索状阳性反应点，并配以风池、大

脉型 62 例，脊髓型 6 例。所有患者经颈椎 MRI 或 CT，结合

椎、肩井、天宗、列缺、中渚、后溪共为主穴，每次选用 3～4

体征检查确诊为颈椎病，年龄最小 23 岁，最大 73 岁，病程最

穴。再根据颈椎病病理分型、循经部位分别选穴。留针一般

短 2 个月，最长 40 年。

20min。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

1.2 临床分型

1.3.2 艾灸治疗方法

1.2.1 颈型
头，颈，肩疼痛等异常感觉，并伴有相应的压痛。

用清艾条温和灸颈夹脊 30min。10 次为 1 个疗程。间隔 2
日进行第 2 个疗程。2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1.2.2 神经根型
具有较典型的根性症状（麻木，疼痛）且范围与颈脊神经
所支配的区域相一致，压头试验或臂丛牵拉试验阳。
1.2.3 脊髓型

2

治疗结果

2.1 疗效标准
临床治愈：临床症状消失，颈部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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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局部压痛减轻；有效：主要临床症状消失，

候。通过采用艾灸颈夹脊以及针刺风池、肩井、肩髃、大椎、

已能正常工作、学习，但局部仍有压痛；无效：与治疗前相比

天宗等穴，可调理脏腑、宣畅气血、疏通经络、从而达到治疗

较，主要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

目的。温和灸疗法，局部可借助灸火的温和热力及艾叶的药性，

2.2 治疗效果

通过经络的传导使灸感直达病所，消瘀散结，温经通络，祛除

200 例病人经 1～3 个疗程治疗，治愈 128 例，占 64%，显

风寒湿邪，从而达到治疗作用。现代医学认为艾灸可使微血管

效 34 例，占 17%，有效：32 例，占 16%，无效：6 例，占 3%。

扩张，血流加快，痉挛缓解，同时可提高人体抗病力，促进机

总有效率 97%。

体的康复功能另外，针刺可刺激局部穴位感受器，反射性地降

3

讨

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颈肌或血管痉

论

挛，松解局部软组织粘连，整复脱位，纠正椎间关节紊乱等，

本病属祖国医学之“痹证”范畴，中医学认为，外伤劳损、

从而恢复颈椎正常解剖关系和生物力学平衡。 综上所述，针

风寒湿邪是本病发生的外因；肝肾亏损、筋骨失养是其内因。

刺与艾灸结合治疗该病，无用药时的胃部不适及乏力等不良反

人至中老年后，肝肾逐衰，筋骨得不到充分滋养，逐渐退化变

应，而且治疗简便，疗效显著，经济实用，因此针灸结合治疗

性，在外因的作用下，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或风寒湿邪客于太

颈椎病，宜于临床推广应用。

阳经，致使太阳经输气不利，营卫失和，从而产生颈项强痛、
编辑：李妍 编号：EA-121031163（修回：2013-02-13）

肩臂疼痛麻木、头痛、眩晕、心悸等一系列本虚标实的复杂症

针药结合治疗干燥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sjogren’s syndrome by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edicine
欧艳娟 郭岩岩 张建军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河南 开封，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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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针药结合治疗干燥综合征的疗效。方法：分针药结合治疗组和西医常规对照组，针药结合治疗组所有
患者均在西医常规治疗口服白芍总苷胶囊 0.6/次，3 次/d，并羟氯喹片 0.1，2 次/d 的基础上加用毫针针刺和中药汤剂内服治疗。
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白芍总苷胶囊 0.6/次，3 次/d，并羟氯喹片 0.1，2 次/d，口服，1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判定
疗效。结果：两组疗效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针药结合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干燥综合征；白芍总苷胶囊；毫针；针刺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edicine on treatment of sjogren's syndrome.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integrativ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Th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was orally given 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y capsules and Hydroxychloroquine, while the integrativ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needle more. There were 15 days in a treatment course, and the efficacy was investigated after 2 treatment course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rative effects i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edicine had better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Keywords】 Sjogren's syndrome; 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y capsules; Acupuncture needle; Acupun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26
干燥综合征（Sjogren Syndrom，SS）是一种以唾液腺和泪
腺等外分泌腺病变为主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系统疾病，分
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属中医“燥痹”范畴，女性多发，其
病因可能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性激素等有关，发病机理目

来笔者采用消渴方联合针刺治疗干燥综合征取得了一定的临
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前尚不清楚，目前国内外尚无根治方法[1]。西医对该病的治疗

所有病人，均来自我科室近 2 年来门诊及住院病人。治疗

也仅限于对症治疗、皮质类固醇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但副作用

组 20 例患者，其中男 1 例，女 19 例；对照组 6 例，其中男 1

多且疗效不肯定。近年来中医治疗该病的报道日渐增多，近年

例，女 5 例。两组年龄、病程无明显差异。诊断《中华风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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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及 2002 年修订的干燥综合征国际诊断（分类）标准[3]。
2

无统一意见。
日本德岛大学研究人员最新发现，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蛋

治疗方法

白质“RbAp”活跃，最终引发干燥综合征[4]。中医大体有燥毒

针药结合治疗组所有患者均在西医常规治疗口服白芍总

蕴结、水津失布、阴虚津亏、瘀血致燥等几种观点。金元时代

苷胶囊 0.6/次，3 次/d，并羟氯喹片 0.1，2 次/d 的基础上加用

的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氏》中指出：“诸涩枯涸，干劲皴

毫针针刺和中药汤剂内服治疗。针刺均选双合谷、双颊车、双

揭，皆属于燥”，明确了本病阴津亏虚的病机特点。笔者认为

三阴交、双太溪穴，采用平补平泻法。中药：黄连 1.5g，黄芩

本病的病因病机应为素体阴津亏虚，燥热内生；或感受外来燥

10g，生地 10g，葛根 10g，麦冬 10g，知母 10g，西洋参 10g，

邪，灼伤津液；或阴虚津津少，血运滞涩，以致瘀血内停，津

生山药 30g，生薏苡仁 30g，生甘草 6g。水煎服，1 付/d。针药

液输布障碍等。本组治疗干燥综合征采用针药并用，针刺以合

并用 1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对照组采用

谷、颊车、三阴交、太溪穴，主穴中合谷、颊车属阳明经穴，

西医常规治疗，白芍总苷胶囊 0.6/次，3 次/d，并羟氯喹片 0.1，

具有清热作用，针刺三阴交、太溪可滋阴降火活血。诸穴共用，

2 次/d，口服，1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燥除津生。中药用黄连、黄芩清热降火，生地、葛根、麦冬、

3

知母清热生津，西洋参、生山药、生薏苡仁健脾益气，生甘草

治疗结果

调和诸药，共奏清热生津润燥之效。
显效：主要症状、体征整体改善率≥75%，ESR 或 CRP
正常或明显改善或接近正常；进步：主要症状、体征整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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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

会

干燥综合征属于中医“燥痹”范畴。本病病因病机迄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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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调节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免疫功能 52 例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2 cases of CFS with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s
瞿彬业 杨孝芳 杨 硕
（贵阳中医学院 09 级研究生，贵州 贵阳，550002）
中图分类号：R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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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49-02

【摘 要】 目的：观察治疗慢性疲劳综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经 4 周以上治疗，显效 48 例，无效 4 例。总
有效率（92.3%）
。方法：对 2010 年 1 月～2011 年 8 月我院就诊的 52 例多汗的综合征，临床观察。结果：穴位埋线可改善 CFS
患者临床症状和健康状况、缓解疲劳及提高临床疗效，此法疗程短，作用时间长久，方便。
【关键词】 穴位埋线；慢性疲劳综合征（CFS）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s on treating chronic fatigue symptoms
(CFS). Methods: 52 patients were given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s.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were detected after 4 weeks. Results:
After 4 weeks’ treatment, 48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4 cases were ineffective,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2.3%. Conclusion: Cat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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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antation at acupoints was effective on improving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health condition of patients, reliving tiredness and
enhancing clinical efficacy on chronic fatigue symptoms.
【Keywords】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s; CF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27
慢性疲劳综合征（CFS）是以疲劳为主要突出表现的全身
性症候群，并可伴有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低热、肌肉、
关节疼痛和多种神经精神症状，其基本特征为长时间极度疲
劳、休息后不能缓解、理化检查没有器质性病变。
1

临床资料
病例选择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针灸科门诊和病房

病人共收集 52 例。52 例中，男 25 例，女 27 例。
2

诊断标准

周后便诉睡眠及大便均有明显改善，1 个疗程后食欲增强，乏
力症状明显缓解。未诉脘腹胀满不适。
6

讨

论

综上所述，CFS 常见的神疲乏力、失眠健忘、心烦易怒、
抑郁寡欢、肢体重痛、头昏头痛、咽喉干痛等表现与五脏功能
失调密切相关[1]。学者认为该病由于劳累过度、情志不舒、或
外感时邪等，导致肝气不舒而致郁，脏腑阴阳气血受损而致虚，
邪、郁，虚是其病机的关键。五脏背俞穴位于背腰部足太阳膀
胱经的第一侧线上，大体依五脏位置而上下排列。
《灵枢•本脏》

参照 1994 年 11 月 CDC 修订的 CFS 诊断标准。

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

①排除其它疾病的情况下，疲劳持续 6 个月或者以上，并

所以性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

且至少具备以下症状中的四项：短期记忆力减退或者注意力不

分肉肺腠理，司开阖者也；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
”

能集中；咽痛；淋巴结痛；肌肉酸痛；不伴有红肿的关节疼痛；

《背腧》曰：
“五脏之腧，出于背”[2]。
“从阴引阳，从阳引阴”，

新发头痛；睡眠后精力不能恢复；体力或脑力劳动后连续 24h

可理脏腑、行气血、扶正固本，从而使五脏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身体不适。②除外症状性慢性疲劳：如药物副作用所致医源性

达到平衡阴阳。足三里健脾益气，消除疲劳的常用穴。三阴交，

疲劳等。

足三阴经交会穴，有调补肝肾，健脾除湿之功。临床上，五脏

3

治疗方法
取穴如下。
处方 1：肝俞、脾俞、肾俞、心俞、肺俞。
处方 2：关元、气海、足三里、三阴交（腧穴定位参照国

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经穴定位》
）
。
4

疗效分析
1 周埋线 1 次，以上两组穴位交替进行，共治疗 4 周。

5

俞多用于与本脏相关的一些疾病，而很少用于治疗慢性疲劳综
合症。穴位埋线疗法是几千年中医针灸经验和 30 多年埋线疗
法经验的精华融汇而成的一门新型学科，对穴位产生一种缓
慢、柔和、持久的“长效针感效应”，达到“深纳而久留之，
以治顽疾”的效果。腹为阴，背为阳，再取任脉腹部关元、气
海穴共同调节脏腑功能[3]，因此，本课题从中医的整体观念出
发，系统观察和研究穴位埋线对慢性疲劳症患者临床疗效，以
及对患者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影响，为临床治疗本病提供理论
与实验依据。

疗效标准
参考文献：
参照《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中医诊治慢性疲劳综

合征的疗效标准探讨”拟定。治愈：临床主症及兼症完全消失，

[1]单秋华,孙健.慢性疲劳综合征针灸治疗的思路和方法[J].山东中医杂志,

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及工作节奏；显效：临床主症及兼症消

2003

失≥2/3；有效：临床主症及兼症消失≥1/3；无效：临床主症

[2]孙桂芝.中医药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J].中医研究,1994

及兼症消失＜1/3 或无改善。统计分析：经 4 周以上治疗，显

[3]李外,高云艳.中医对慢性疲劳综合征的认识与治疗[J].2004,2(63):3

效 48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92.3%）
。

作者简介：

典型病例患者甲，女，35 岁，2011 年 11 月初诊，患者长
期情绪抑郁；感失眠、神疲乏力、记忆力下降，舌淡苔白；脉
弦细，偶有脘腹胀满；食少纳呆、便塘不爽，经药物治疗效果
不明显，近 1 月来因工作压力大上述症状加重，予穴位埋下 1

瞿彬业（1981-），女，出生地：甘肃省兰州市，现就读于贵阳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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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锡纯治疗中风四肢痿废
Discussion on the therapy of ZHANG Xi-chun in treating
limbs paralysis from apopl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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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张锡纯治疗中风四肢痿废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期为治疗提供新的方案。
【关键词】 张锡纯；中风；四肢痿废；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ZHANG Xi-chun in treating limbs paralysis from apoplexy were deeply
explain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therapy.
【Keywords】 ZHANG Xi-chun; Apoplexy; Limbs par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28
张锡纯（1860～1933 年），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书中

体失养而不用；有人认为是风寒湿、血瘀、痰凝阻塞经络而致

记载：“其成童时即留心医学，弱冠后即为人诊病疏方。年

肢体失养，令人全体痿废；还有人认为是气血虚，筋骨失荣而

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后又

痿废。古代医家对四肢痿废的探讨多集中在局部筋骨肌肉与气

十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

血关系上，张锡纯却另辟蹊径，借用西医脑髓神经司知觉运动

括之中，特古籍语意浑含，有赖后人阐发耳。” [1]可见，张

之说，提出四肢痿废的病变部位在脑，脑贫血和脑充血是四肢

锡纯在医学方面造诣颇深，《医学衷中参西录》为其倾尽毕

痿废的主要病机。

生心血汇编。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所论四肢痿废，实则是后世所说中

张氏认为脑部充血的原因多是脏腑气血挟热上冲所致。热
属阳，阳主动，气血与热结，易上窜，直达巅顶，致使脑部气

风，继承了《黄帝内经》中“肺热叶焦”致痿的思想，同时倡

血旺盛。张氏结合西医认为气血旺盛之极，可至脑中血管破裂。

导西医脑髓神经司知觉运动之说，认为肢体痿废皆系脑髓神经

血管破裂导致血溢脉外，或者不破裂者亦挤压邻近血管导致血

有所伤损，提出脑贫血和脑充血是四肢痿废的关键因素，创立

渗出，“离经之血即为瘀血”，溢出脉外的瘀血形成有形肿块，

了张锡纯治中风四肢痿废的学术思想。现将其具体学术思想详
述如下，与同道共享。
1

张锡纯学术思想
近代，随着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西医给中医带来了巨

挤压脑部神经，导致掌管肢体运动的神经不能正常传导而出现
肢体的痿废不用。张氏并指出脑部神经支配肢体运动时具有交
叉性，即压迫左边神经导致右边手足痿废；压迫右边神经导致
左边手足痿废。
脑部既有充血，就有血亏，张氏还提出脑贫血也会导致肢

大碰撞，诞生了新的学派—中西汇通学派，张锡纯为“中西医
汇通派四大家”之一。张锡纯学贯中西，对医学有其独特见识。
1.1 张氏承认《黄帝内经》
、
《神农本草经》中的医学经典理论，

体痿废。脑贫血，血之注于脑者过少，无以养其脑髓神经，其
脑髓神经亦恒至失其所司。对于脑贫血，张氏提出新的见解，

提出后世应在此基础上勇于接受新知、勇于探索。

认为不仅要责之于血本身不足，还与气不足有关。
《内经》谓：

1.2 张氏勤学《伤寒论》
，得知伤寒与温病始异终同，临床应用

“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眩。”

不可拘泥于论治伤寒。

张氏由此得出上气不足同样会出现四肢痿废的症状。上气乃是

1.3 张氏对气的认识颇具特色，尤其关注大气下陷、元气虚脱

张氏所言胸中之气，胸中大气虚损，不能助血上升，遂致脑贫

与冲气上逆的问题，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发挥，论治过程中注重

血。

补气。

3

1.4 张氏对中风的论治以虚实为纲，将病变焦点集中到脑部气
血盈亏上，阐发对中风的认识，并创制干颓汤、补脑振痿汤等
治疗中风肢体痿废。

张氏治法方药
对于脑充血的中风四肢痿废，张氏治疗宗于《内经》“气

反则生，不反则死”，治疗上注重气的升降调和，使气机通畅、
升降有序。气血上攻脑部而使气血旺盛，用药当引气血下行，

2

张氏对痿废的病因病机解释
四肢痿废不用，后世医家认为是感受风邪，邪客经络，肢

张锡纯重用怀牛膝，以引脑中之血下行。气血引于下，若不清
热又将使气血复归于上部，故在组方时，张氏佐以清火降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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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之品，此时气血与热具清，唯瘀血留于脑中，张氏再治以化
瘀之品以化其脑中瘀血，而以宣通气血、畅达经络之药佐之。
拟起痿汤、养脑利肢汤两方治疗脑充血四肢痿废，全方以降气、
镇肝、降胃、清热、通络之药共相配伍，使得气血运行有序，
瘀血祛除，而手足痿废自愈。

4

小

结

探讨张锡纯对治疗中风四肢痿废的学术思想，为临床医生
开辟了新的辨证思路。同时，学习张锡纯临床治疗中的中西医
结合思想，不仅有利于我们对疾病发生的认识，还为我们治疗
提供新的方案。

补气之药在脑充血所致的四肢痿废中要慎用，在脑贫血所
致的肢体痿废中，张氏倡导以补气药为主，胸中大气充沛，则
助血上行有力。气足，血亦当充沛，“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
帅”气血二者相辅相成，互根互用，补气的同时也要养血，才

参考文献：
[1]秦玉龙.中医各家学说[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本社,2009:306-313

作者简介：

能共同滋养脑髓。张氏自拟干颓汤、补脑振痿汤治疗脑贫血所
指的肢体痿废，全方以补气药为主，养血药为辅，通活经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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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亮（1983-）
，男，广州中医药大学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讲师。

编辑：李妍

动自如。

编号：EA-12111500（修回：2013-02-09）

浅析古代中医对滑胎病因病机的认识
Discuss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ancient TCM on the etiopathogenisis and
pathogenesis of habitual ab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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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综合分析了古代中医对滑胎病因和病机的认识，认为滑胎的病因病机，有母体和胎儿两方面因素，而肾虚是
滑胎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滑胎；病因；病机；肾虚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etiopathogenisis and pathogenesis of habitual abortion in the opinion of the ancient TCM were
analyzed. It was caused by two aspect factor from both the mother and the fetus. And renal deficiency was thought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Keywords】 Habitual abortion; Etiopathogenisis; Pathogenesis; Renal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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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胎，又称“数堕胎”
、
“屡堕胎”指堕胎或小产连续发生

女性的月经及排卵，是构成胎孕的第一要素。胎儿居于母体之

2 次或 2 次以上者。西医学称为“反复自然流产”又为“复发

内，全赖肾以系之，气以载之，血以养之，冲任以固之。妊娠

性流产”。历代医家多数以数堕胎为病名论述，并积累了丰富

是在母体子宫内生长发育和成熟的过程。母体和胎儿必须相适

的经验。对滑胎的病因病机认识从隋代开始就有论述但直到明

应，否则易发生流产。若流产多次发生，则演变成为滑胎。古

代才有较为全面。下面我们就从滑胎的病因病机进行阐述。

人曰：胞脉者系于肾，
“肾藏精，主生殖”
。因先天肾气不足，

1

病

因

历代医家对滑胎论述较多，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导
致滑胎的主要病因有：母体冲任损伤；情志、劳累；素禀异常；
孕后房室不节；跌扑、饮食异常；胎元不健。
《妇科玉尺•卷二•

或房劳伤肾，或久病及肾，或孕后不节房事，导致肾精、肾气
匮乏，以致冲任虚衰，胎失所养，胎结不实，堕胎小产反复发
作而成滑胎。
1.1 母体因素
早在隋代《诸病源候论•妊娠数堕胎候》：“阳施阴化，故

胎前》提出“或冲任脉虚而协热。轻则胎动不安。重则三、五、

得有胎，荣卫和调，则经养周足，故胎得安，而能成长。若血

七月即堕。更加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或饮食伤脾胃，或淫欲

气虚损者，子脏为风冷所居，则血气不足，故不能养胎，所以

损真元，皆致疾之由也”
。
《女科正宗•广嗣总论》说：
“男精壮

致胎数堕。候其妊娠而恒腰痛者，喜堕胎”[1]。首先提出了，

而女经调，有子之道也”这说明正常的男性功能及精液和正常

母体冲任损伤，气血亏损导致数堕胎的病因。为后世医家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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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认识本病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提出了冲任损伤，是导致滑胎

既不入胎胞，胎无血养，故小产”[1]。

的关键因素。冲任二脉皆起于胞中若母体健壮，气血充实，冲

2.3 血热

任通盛，则胎固，伤及冲任可导致胎元不固。又有宋代《妇科

《傅青主女科》中提到：
“大怒小产，⋯⋯谁知是血不归经

百问》提出：“假令妊娠三月，当手心主包络经养之，不善摄

而然乎!夫肝所以藏血者也，大怒则血不能藏，⋯⋯不知肝性最

生伤经，则胎堕，后虽再有妊，至其月日，仍前犯之，所以复

急，血门不闭，其血直捣于胞胎，⋯⋯所以堕也。
”肝主藏血，

堕也，又有因坠堕惊恐，或吐血下血者．皆能损胎”。说明不

主疏泄而司血海。孕妇若素性忧郁，气机失调，肝失调达，触

摄生调养，不按经养胎及惊恐、吐血下血都是导致堕胎、小产

动肝火则肝不藏血，或肝火搅动相火，热灼胞胎而伤精，胎失

的原因。古时提倡按经养胎法，注重摄生调养，若有孕而不避

濡养，发为堕胎[4]。也正如《景岳全书妇人规》云：
“凡胎热者，

寒热，导致感受寒邪或热邪，则可能导致胎元不固，严重者出

血易动，血动者，胎不安。素体阳盛血热，或孕后感受热邪，

现滑胎。也有因素禀阳盛血热者如《景岳全书•妇人规》云：
“凡

或肝郁化火，或阴虚内热，热扰冲任，胎元不固，屡孕屡堕。

[2]

胎热者，血易动，血动者，胎不安” 。至明代对滑胎病因有
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景岳全书•妇人规》
“凡妊娠之数见堕胎者，

2.4 脾胃虚弱
脾虚中气不足，带脉失约，冲任不固，气能载胎，血能养

必以气脉亏损而然。而亏损之由，有禀质之素弱者，有年力之

胎，正如叶天士《女科证治》所说“妇人有孕，全赖血以养之，

衰残者，有忧怒劳苦而困其精力者，有色欲不慎而盗损其生气

气以护之。”若母体脾胃素虚，或思虑劳神太过，或饮食不节

者”[1]。说明如跌扑、饮食之类，都可导致滑胎。

损伤脾胃，以致气血生化不足；或大病久病耗伤气血，孕后气

1.2 胎元不健胎

血化源匮乏，气虚则提摄不固，血虚则濡养乏源，冲任不足，

因母体先天之精亏虚，或后天受损，以致女精不健或父体

以致不能摄养胎元而发生滑胎。又有《校注妇人良方》第三章

原因致男精不壮，或因男女双方皆不足，或近亲婚配，两精虽

提出：“若脾胃虚弱，不能饮食，荣卫不足，月经不行，肌肤

能相合，然先天禀赋不足，致使胚胎损伤而不能成形，或成形

黄燥，面无光泽，寒热腹痛，难於子息，或带下崩漏，血不流

易损，则不能正常发育。胎毒毒邪因素与流产的关系也颇为密

行，则成瘕症。愚按前症若妇人脾胃久虚，以致气血俱衰，遂

切，孕期卫生不慎、房事不洁、接触毒物等易引起邪毒侵犯胞

而月经不行，宜补其胃气，滋其化凉。或患中消胃热，津液不

中，损伤胎元，亦可致堕胎。习惯性流产的发生除上述母体及

生，而致血海乾涸，宜清胃补脾，其经自行矣”
。

胎儿因素外，尚有因劳逸因素等引起者。孕期过于安逸，气血

2.5 气血虚弱

停滞，胎元失养或体内宿有瘕积或孕后跌闪伤及冲任，使气血
失和以致不能养胎、载胎而发病也可引起滑胎。
2

病

机

隋代《诸病源候论•妊娠数堕胎候》提出：
“若血气虚损者，
子脏为风冷所居，则血气不足，故不能养胎，所以致胎数堕”。
又有《妇科玉尺•卷二•胎前》凡有胎者，贵冲任脉旺，元气充
足，则饮食如常。身体壮健，色泽不衰，而无病患相侵。血气

病因与病机其实是不可分割的，滑胎的病机，历代医家也

充实，可保十月满足，分娩无虞，母子坚牢，何疾之有。若血

有论述。母体冲任损伤，是病因也是病机。
《诸病源候论•妊娠

气不充，冲任脉虚，则经水愆期。岂能受孕，纵得孕而胞门子

数堕胎候》提出“凡胎孕不固，无非气血损伤之病，盖气虚则

户虚寒，亦受胎不实。

提摄不固，血虚则灌溉不周，所以多致小产。”说明：胎儿居

总之，滑胎的病因病机，有母体和胎儿两方面因素。近代

于母体之内，全赖母体肾以系之，气以载之，血以养之，冲任

许多医家在古人论述滑胎的基础上，通过多年的研究，总结出

以固之。肾气亏损、气血两虚是滑胎的主要病机。

肾虚是滑胎的根本原因。并总结出很多有效方药，治疗滑胎。

2.1 肾虚

《妇科要旨•胎前》提出：“热则耗气血而胎不安”。而朱丹溪

《傅青主女科》：“大凡妇人之怀妊也，赖肾水以萌胎，水

谓胎前以清热养血为主，以白术、黄芩为安胎之圣药。现代如

源不足，则火易沸腾，……水火两病，胎不能固而堕矣”[2]。提

韩百灵教授根据肾阴不足引起的滑胎创制了滋阴补肾，固冲安

出肾脏的重要性。《景岳全书》提出：“况妇人肾以系胞，而腰

胎之方“育阴灵”
。对于滑胎的预防，曾经发生过滑胎的患者，

为肾之府，故胎妊之妇最虑腰痛，痛甚则坠，不可不防”。《女

应做到未病先防。

科集略》所说：
“女子肾藏系于胎，是母之真气，子之所赖，若
肾气亏损，便不能固摄胎元”[3]。说明滑胎与肾关系密切，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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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肾与妇科疾病的关系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dney and gynecologic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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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肾为“先天之本”，肾气的盛 与衰，关乎天癸的至与竭，主宰着女子的生长、发育、生殖与衰老的过程；影响
着经、带、胎、产、杂等妇科疾病的治疗及预后。中医历来重视肾在妇女生理及病理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肾；中医；妇科疾病
【Abstract】 Kidne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development, reproduction and apolexis, which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Therefore, it is always thought highly in TCM treatment theories.
【Keywords】 Kidney; TCM; Gynecological diseas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0
1

肾与妇女生理
《素问•上古天真论》明确指出：
“肾者，主水，受五脏六

腑之精而藏之。
”
“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
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
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故肾藏精，主生殖；为天癸之源；为冲任之本。此功能于妇女
体现在月经、怀子。
《冯氏锦囊秘录》说：
“气之根，肾中之真
阳也；血之根，肾中之真阴也。”阐明了肾有阴阳二气，为气
血之根。而肾为五脏阴阳之本，肾的阴阳平衡协调，才能维持
机体生理正常，且妇女以血为本，经、孕、产、乳以血为用。
《素问•奇病论》云：“胞络者，系于肾。”《难经》曰：“命门
者……女子以系胞。”又肾经与冲脉下行支相并，与任脉会于
关元，与督脉同贯脊，肾与冲、任、督脉相关，肾与胞宫相系，
冲、任、督同起于胞宫，妇女的月经、带下、怀子都与胞宫、
胞脉有密切关系。
2

肾与妇科疾病

2.1 肾与月经病
经曰女子一七而肾气盛，谓肾间动气盛也。二七而天癸至，

肾郁而气必不宣，前后之或断或续。指出肾虚肝郁可引发痛经、
经水先后无定期等。“妇人有先期经来者，其经甚多，人以为
血热之极也，谁知是肾中水火太旺乎！”可见肾封藏失职致月
经先期、月经过多。肾亦影响月经前后诸证，如“经动之时，
五更泄泻，如乳儿屎，此乃肾虚。
”
“肾水不足相火上炎而血不
能藏，故鼻衄淋漓，经血渐少将成损疾焉。
”
2.2 肾与带下病
唐容川曰：带脉出于肾中，得先天之精灌注，后天之水濡
养。生理性带下，由肾精所化，禀肾气藏泄，布露于子宫，润
泽于阴道。带下的异常决定于肾气的蒸化是否正常。带下的产
生与湿有很大的关系，水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肾阳的温煦，
而肾为阴阳之根，水火之宅，有肾者水脏，主津液，故肾影响
带下的异常。
《女科秘要》曰：
“妇人带下一证，从腰间带脉而
来，故名曰带。虽有赤白二色，终属肾虚。
”亦有云“带下者……
色黑属肾，为寒湿也。”若肾阴不足，相火偏旺，损伤血络，
或复感湿邪，损伤任带致任脉不固，带脉失约，则带下量多，
色黄或赤白相兼，质稠，有气味；肾阴亏损，阴液不充，任带
失养，不能滋润阴窍，发为带下过少；阴虚内热，灼津耗液，
则带下更少。若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封藏失职，精液滑脱而

谓先天癸水中之动气，至于女子胞中也。李氏曰：妇人以血为

下，则带下量多，绵绵不断，质清晰如水。

主，天真气降，壬癸水合，肾气全盛，血脉流行，尝以三旬一

2.3 肾与妊娠诸疾

见，以象月盈则亏，故曰月经。示月经的产生与调节以肾为主

肾的功能状态影响着妊娠成功与否，胎孕的牢固依赖肾的

导，肾为经水之源，肾气充沛，则月经按期来潮，反之，肾气

封藏，
《素问•上古天真论》王冰注云：
“肾气全盛，冲任流通，

不足，则导致各种月经病的发生。肾病以虚为主，于《妇人归》

经血渐盈，应时而下；……冲为血海，任主胞胎，故能有子。”

中可见“妇人因情欲房室，以致经脉不调者，其病皆在肾经。

《傅青主女科》曰：“肾水足而胎安，肾水亏而胎动。”《妇科

此证最多，所当辨而治之。……而肾气日消，轻则或早或迟，

秘书》曰：“况妇人肾以系胞，而腰为肾之腑，腰痛则坠，不

重则渐成枯闭。”《女科经纶》亦曰：“况月水全赖肾水施化，

可不防。”钱氏以为妇人阴胎半途而坠者，皆因母血衰，肾弱

肾水既乏，则经水日以干涸，或先或后，淋漓无时。若不早治，

不能养胎。故肾气虚，胎失所系，冲任不固，胎元不实，可致

渐至闭塞不通，而必为劳极之证，不易治也。”故肾阴虚、阳

胎漏、胎动不安、堕胎、小产、滑胎等。肾的功能异常可致妊

虚及阴阳两虚可致闭经、月经先期、月经迟发、月经过少、崩

娠诸疾，
《妇科秘书》曰：
“妊娠气喘不得卧……肾虚，腰酸短

漏等诸多月经病[1]。竹泉生有云：妇人有每月必先腹痛数日，

气，不能行步。
”
“或因胎系于肾，胎窃其气以拥护，而肾气既

而后经水始行者，其色多紫黑而成块，此肾虚火炽而肝郁所致

弱，命门火衰，不能上蒸脾土，此皆妊娠泄泻之由也。
”
《女科

也。傅青主认为经水出诸肾，而肝为肾之子，肝郁则肾亦郁，

（下转 56 页）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3 期

-55-

原发性高血压中医辨证施治 86 例临床效果分析
Clinical effect analysis on treating 86 cases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with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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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 86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医辨证施治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属于阴虚阳亢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86
例，相当于西医诊断标准的 2 级高血压，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给予中医育阴潜阳、滋水涵木治疗，西医 ACEI 加噻嗪类利
尿剂治疗。用统计学方法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对照分析。结果：在 1 年内同一时间段、同一体位测量血压，同一病人的血压递降
率，实验组递降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针对阴虚阳亢型 2 级原发性高血压而言，应用中
医育阴潜阳、滋水涵木疗法进行辨证施治，临床疗效显著，更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单纯原发性高血压。
【关键词】 原发性高血压；辨证施治；阴虚阳亢；育阴潜阳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on essential
hypertension.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of Yinxu Yangkang type, which was equivalently with hypertension of grade
2 in modern medical diagn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treatment of Yuyin Qianyang
and Zishui Hanmu method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CEI and thiazide diuretic. Results: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blood pressur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TCM treatment of
Yuyin Qianyang and Zishui Hanmu methods had significant efficacy on essential hypertension of Yinxu Yangkang type, and could prevent
and cure the simple essential hypertension more effectively.
【Keywords】 Essential hypertension;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Yinxu Yangkang; Yuyin Qianya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1
近年来，生活和工作性质的改变，致使高血压病发病率明

10g，钩藤 20g，白芍 15g，龟板 30g，龙骨 20g，牡蛎 20g，天

显升高，高血压病中医称之为“眩晕”
、
“肝风”
、
“头痛”等。

冬 20g，茵陈 10g，石决明 15g，元参 10g，生麦芽 12g，川楝

往往伴随的主症是头晕、头痛、血压升高等，还常伴有失眠、

子 9g）进行治疗；对照组按照 2011 年高血压防治指南的标准

心悸、胸闷、耳鸣，易疲劳、烦躁及情绪激动，肢体麻木等症

采用 ACEI 加噻嗪类利尿剂治疗。分别观察记录两组的血压降

状[1]。祖国医学认为“肝”、“肾”的阴阳平衡失调往往导致高

低情况，两组均采取同一时间、同一体位测量患者血压，血压

血压的发生，多年临床实践证明，用中医理论，对原发性高血

参考值定为 140/90mmHg。血压降到这个参考值即达到标准。

压辨证分型施治效果良好。[2]为了探讨原发性高血压中医辨证

并记录用药前后的差值，进行统计学处理，应用独立样本 t 检

施治的临床效果，并探讨中医辨证施治与西医降压的差别，我

验，对两组数值分析，得出结果。

们选择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 86 例，通过中西治疗对比方式比

1.3 数据处理和统计学分析

较二者的临床疗效，为临床应用中医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12 月入住我院的病人 86 例，
男性 50 例，女性 36 例，年龄最小为 36 岁，最高为 81 岁，平
均年龄 57 岁，所有病例均为阴虚阳亢型高血压，且相当于 2
级高血压，病人均经过心肾功能等检查，确诊为原发性高血压

两组患者随机分配，每组各 43 人，测量获取用药前后的
血压值，并与血压参考值比较，选择有效病例，经检测，所有
患者血压改变均符合要求，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行处
理分析，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得出 P 值，比较两组的组间差
异，是否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
2

结

果

临床测试过程顺利，所有患者均配合检查和检测血压，结

患者。

果比较真实可靠，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均采取同一时间段、同

1.2 方法

一体位进行测量血压，并计算出每组患者用药前后血压改变数

收集入院病人基本资料，标记清楚入院号、性别、年龄及

值，取其平均数值，如表 1 所示，实验组 43 例原发性高血压

联系电话等。选择原发性高血压中的阴虚阳亢型作为研究因

病患者用中医育阴潜阳、滋水涵木方法后得出血压降低水平的

素，西医上属于 2 级高血压，将病人随即分为两组，即实验组

平均值为（15±2.75）mmHg，对照组 43 例原发性高血压病患

和对照组，各 43 例，实验组应用中医育阴潜阳、滋水涵木疗

者用西医 ACEI 加噻嗪类利尿剂治疗后，得出血压降低水平的

法，具体采用镇肝熄风汤加减（牛膝 20g，代赭石 30g，天麻

平均值为（10±3.38）mmHg，经统计学分析后，得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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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两组用药具有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情况见

发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并根据最新高血压治疗标准应用

表 1。

ACEI 加噻嗪类利尿剂治疗与前者进行比较，哪一类更具有优
势，因原发性高血压按中医分型大约有四五种，因课题研究人

表 1 86 例原发性高血压病血压降低水平比较
n

血压降低水平平均值（mmHg）

实验组

43

15±2.75

本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专一性，同时也存在继续研究的空间。

对照组

43

10±3.38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严格把关每一个步骤，最大限度的排出了

注：P<0.05。

3

力及时间限制，不能一一研究，故选取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阴虚

组别

讨

论

原发性高血压用现代中医学概括可称为“眩晕”
、
“头痛”、
“肝风”等，且其病因、病机较为复杂。一般中医认为高血压
病的发生主要来自于内外两方面因素，内因主要与体质偏盛偏
衰、饮食失节、七情内伤等因素有关，外因主要与劳动强度过
大、吸烟饮酒过量、超重肥胖有关。内因占主要方面，例如体
质属于肾阴不足者，则易产生阴虚阳亢的病理变化；先天禀赋
不足或年老体衰者，则易导致肾阴阳两虚之证；然而，七情内
伤最为伤人，喜怒忧思悲恐惊失调，则易使肝气郁结，肝失疏
泻，肝火亢盛，肝气上逆而使高血压发生。[3.4]因此，高血压病
中医证型的辨证与患者的体质、年龄、及肝肾脾等脏器的功能
等紧密相关。本课题选取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阴虚阳亢型
原发性高血压共计 86 例患者，实验组均采用镇肝熄风汤加减

阳亢型高血压作为研究因素，西医上属于 2 级高血压，因此，

干扰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血压降低平均水平明显高
于对照组，具有显著差异，说明在中医辨证施治下应用镇肝熄
风汤治疗阴虚阳亢型 2 级高血压具有明显优势，
值得临床推广。
本课题以原发性高血压中医辨证施治为着眼点，通过探讨
其临床疗效，进而推广到其他疾病的治疗当中去，以期为心血
管疾病、呼吸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等的治
疗提供一个临床思路，也为研究这些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研
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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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严格按照统计学处理，对入住我院的全体共 86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分组观测，旨在研究中医辨证施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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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要》中有哑胎之说，谓声出于肾，胞络贯肾，故不能言；有

火而后可。”故有肾气虚及冲任虚衰，不能摄精成孕；肾阳不

云子淋乃肾与膀胱虚热不能治水，然妊妇胞系于肾，肾间虚热

足，命门火衰，阳虚气衰，肾失温煦，不能触发氤氲乐育之气

而成。亦有“如妊妇多溺，肾经虚寒故也。”孕后血去荫胎，

以摄精，故不孕；肾阴亏虚，精血不足，冲任血海匮乏，阴虚

不能养肾，肾水枯，以致腰痛。肾阴虚，孕后阴血下聚冲任以

血少，不能摄精则婚久不孕；阴虚生内热，冲任胞宫蕴热，不

养胎元，致令阴虚益肾，肝失所养，肝阳上亢，发为妊娠眩晕，

能摄精凝孕，亦不孕。肾为水，主胞，乃溺门，热则不通，冷

甚或子痫。肾阳虚，命门火衰，可致子肿、子满。

则多溺，致夫人小便失律。心肾不交养、水火不升降，或因劳

2.4 肾与产后病

伤于肾，肾气虚冷，可致妇人小便白浊白淫。
《女科指要》曰：

产后病的病因病机中有亡血伤津和元气受损，若素体肾气
不足，产时耗血伤津，则肾虚更甚。薛氏认为产后胸胁胀满属

肾虚湿热乘注则玉门漫肿名曰阴肿。肾虚肝火凌脾，不能统摄
津血而交接出血名曰阴蚀。
”

肾水不足，不能生肝，致肝经血虚；产后下痢夜间口渴属肾水

由于肾为先天之本，影响着妇女一生的生理病理变化，妇女

弱而不能润；产后遗屎亦属脾肾虚弱，肾气不固。傅青主认为

的经带孕产乳等都是肾的功能规律变化作用于胞宫的体现。若肾

“产后之妇，气血大亏，自然肾水不足，不能养肝，木中乏津，

的功能失常，则胞宫、胞脉、胞络随之发生病理变化，从而出现

木燥火发，而下克脾土，土受木刑，力难制水，而四肢浮肿之

经、带、胎、产、杂等妇科疾病。故妇科疾病的辨证应从肾入手，

病出焉。”指出了肝肾不足而致产后四肢浮肿[2]。《妇人良方大

从复杂的疾病中抓住病机的关键，从而指导临证施治。

全》有“肾主腰脚，产後腰痛者，为女人肾位系於胞，产则劳
伤肾气损动胞络虚，未平复而风冷，客之冷气乘腰，故令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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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肾与妇科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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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之寒凉，乃心肾二火之衰微也。故治胞胎者，必须补心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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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江红中医药治疗小儿复发性麦粒肿的经验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HOU Jiang-hong for treating
infant recurrent hordeolum in TCM
罗 伟 赵东旭 侯江红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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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导师侯江红教授是河南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擅长运用调脾和胃法调治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小
儿，治疗小儿复发性麦粒肿亚急性期，注重从健脾和胃、消食清热法入手，每获良效。
【关键词】 小儿复发性麦粒肿；脾胃不和；侯江红；经验；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Professor HOU Jiang-hong is good at treating infant in sub-health condition with Tiaopi Hewei method for subacute
period therapy of recurrent hordeolum. It was achieved good effects by starting from invigorating the spleen and harmonizing the stomach
and promoting digestion and cooling heat.
【Keywords】 Infant recurrent hordeolum; In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pleen and stomach; HOU Jiang-hong; Experience;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2
麦粒肿是指眼睑板腺或睫毛毛囊周围的皮脂腺受葡萄球

肿破溃排脓后疼痛缓解，红肿消退。反复发作的小儿多伴随脾

菌感染所引起的急性化脓性炎症，以局部红肿、疼痛，出现硬

胃不和的其他脾系症状，如纳呆、舌酸嗳腐、脘腹痞胀、食谷

结及黄色脓点为主要临床表现，为临床常见的眼睑化脓性炎

不化、大便不调、烦躁哭闹、夜眠欠安、面色萎黄、舌质偏红、

症，多见于青少年，而复发性麦粒肿病程较长、病情易反复，

舌苔白厚或厚腻，还可长时间地表现为地图舌。

多见于儿童，治疗颇为棘手。导师侯江红教授是河南省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医儿科临床、教学、

3

中药调治

科研工作 30 余年，擅长小儿亚健康状态的中药调治，治疗上

导师经多年临床实践，总结出了治疗小儿亚健康的基础方

多从脾胃着手，调脾和胃，疗效显著。导师认为，小儿麦粒肿

-亚康颗粒（三九免煎颗粒冲剂）
，方由茯苓 1g，炒扁豆 1g，槟

的经常性复发及久治难愈也与小儿本身的亚健康状态密切相

榔 1.5g，焦神曲 1g，炒牵牛子 1g，黄芩 1.5g，栀子 1g。共 7

关，因此治疗每从“脾胃”着手，在小儿复发性麦粒肿的治疗

味药（颗粒剂）组成。方中茯苓、炒扁豆健脾益气，共为君臣，

上遵循“清热消食，调脾和胃”的治疗原则，取得了较好的疗

用以恢复脾胃的健运功能。槟榔、焦神曲、炒牵牛子三药消食

效。

导滞，助脾胃健运；黄芩、栀子二药清热燥湿除烦，用以清泄

1

病因病机
导师经多年临床观察，认为小儿复发性麦粒肿属于亚健康

状态的范畴，调治宜按亚健康状态处理，与脾胃不和有着密切

中州之食热、湿热及郁热。五药共为佐使。统观全方，诸药配
伍合理，体现了健脾和胃、消食清热的立方宗旨。
4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1 岁半。2011 年 11 月 16 日初诊。母亲代述，

的关系。导师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为体质因素，外感六淫，饮
食喂养不当，用药不当，损伤正气导致机体“脾胃不和”
，
“心

患儿麦粒肿发病 2 周，曾因反复麦粒肿手术 3 次，现症见患儿

脾积热”
。人之所以发病是因为正气不足，正气为发病的根据，

面色萎黄，偏瘦，左眼上眼皮有一红肿硬结，唇红，手足心热，

外邪只是致病条件，即《内经》所谓“邪气外凑，其气必虚”
。

大便干，夜眠汗多，易急躁，舌红苔白厚腻。诊断为复发性麦

正气，必须依赖脾胃所吸收的水谷精微不断充养，始能旺盛不

粒肿，辨证属于脾胃不和型。治宜调脾和胃，清热消积。服用

衰，发挥抗御外邪的作用，这说明脾胃在抗御病邪中的重要作

亚康颗粒加连翘，生薏苡仁，甘草各 1g（为三九免煎颗粒冲剂）
，

用，同时表明脾胃之气的强弱是正气盛衰的关键所在。

20 剂，1 剂/d，温开水冲服。复诊：诸症减轻，守前方再进 10

2

临床变现
麦粒肿可发于单眼或双眼，上下眼睑均可发生，初期眼睑

边缘皮肤局限性红肿、硬结、疼痛，数日后出现黄色脓头，脓

付，6 月后回访未再复发。
5

体

会

小儿麦粒肿的反复发作是小儿脾胃不和亚健康状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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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外在表现，临床上通过调脾和胃、消食清热就能达到较为理
想的效果。临证时还需灵活变通：如夹滞偏重者应加大消食导
滞药的力度；兼见大便秘结者加用泻下药，大黄、番泻叶是吾
师善用之药；湿邪明显者应酌情加用芳香化湿、淡渗利湿的药
物；兼有外感者应根据寒热的孰轻孰重选用疏风解表药，若舌
苔厚腻者加白豆蔻枳壳橘红等；兼外感者加防风连翘等。
此外，在小儿的日常饮食方面，应注意吃饭勿暴饮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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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帕金森病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PD with the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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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帕金森病是中老年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目前尚无根治方法。现代医学的内科治疗，常因药物副作用而被迫停止。
笔者以补阳还五汤加减，辨治帕金森病，效果良好。
【关键词】 补阳还五汤；益气活血；帕金森病；中医药；治疗
【Abstract】 Parkinson disease is a common senile disease of the nervous system. There is no cure so far. The treatment is often
forced to stop due to the side effects, The author use modified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to treat Parkinson disease and get good clinical
effects.
【Keywords】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Yiqi Huoxue; PD;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3
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
，是中老年常见的进行

帝内经》而后，历代医家均认可本病与肝密切相关。另外，依

性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以震颤症状最为多见。65 岁以上人群发

据肾为“做强之官，伎巧出焉”
（
《素问•灵兰秘典论》
），且“肾

病率为 1000/10 万。且随年龄增高而增高，男性多于女性，目

主骨、生髓、通于脑”
，
《灵枢•海论》更细致阐发说：
“脑为髓

前尚无根治方法，晚期可致严重肌强直、全身僵硬终至卧床不

之海……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

[1]

起 。因此，本病亦是中老年人健康的极大威胁。

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夜难安卧”。是以后世宗此认

现代医学对于 PD 的内科治疗，常采用抗胆碱能药物或增

证发挥，认为，年迈或久病肾亏，髓海空虚，脑失髓养，虚风

强多巴胺能递质功能药物，但只能改善症状，不能阻止病情发

内动；气血运行不畅，瘀血内阻，脉络不通而致痰热动风，均

展，且需要终生服药。亦可手术治疗[1]。而且药物治疗，副作

可导致脑神被扰，最终而为震颤。因此，祖国医学对于本病的

用较大，有很大的局限性。通过对近年治疗帕金森氏病的信息

认识和治疗，直至现代，基本不离肝肾二脏。而且业界同仁，

分析，潘文奎[2]认为，帕金森病运用西药或手术治疗，虽有一

在此方向有大量探索研究。如安丽芝等[3]依据中老年人痰火内

定疗效，但不易巩固，且常因药物副作用而被迫停药。而运用

盛的特点，以清心化痰为原则治疗帕金森病中医辨证属于痰火

中药或/及针灸治疗，疗效较好，且无副作用。笔者的治疗体会，

内盛者，取得了不错的疗效。马云枝等[4]老师以及张颖等[5]采

也证明了这一点。现论述如下。

用熄风定颤丸或定振汤及西药美多巴治疗帕金森病患者，并与

1

震颤证治源流
PD 属于中医颤证范畴。本病震颤、肌僵直等临床症状在

纯西药美多巴治疗的病例进行对照比较。证明熄风类中医方药
联用西药治疗 PD 可明显改善临床症状，减少西药用量，起到
增效减毒作用。

《黄帝内经》已有相关描述，而且认为：“诸暴强直，皆属于
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素问•至真要大论》）。暴：突
然之意。强直，张景岳解释说：筋病强劲，不揉和也。自《黄

2

益气活血辨治震颤
检视历代认知和辨治，鲜见以益气活血立论证治者。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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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此尝试，其实源于对传统治疗方法效果的不满意。本

遂仿补阳还五汤合桂枝汤之意，益气活血、调理阴阳。处方：

文下部分典型病例之第一例病人，其实就是笔者祖母。笔者父

桃仁 15g，红花 12g，当归 20g，丹参 20g，川芎 30g，黄芪 50g，

亲即以传统方法，从填补肾精、养肝柔肝、镇肝熄风着手，进

桂枝 8g，白芍 25g，天花粉 15g，甘草 5g。三剂水煎服。二诊：

行了长时间治疗，西药亦有配合，但几乎没有疗效。所以笔者

病人自述服药一剂后震颤即明显减轻，三剂后震颤消失。

就有了另辟蹊径治疗本病的思索。虽然祖国医学根据本病的眩

病例二：患者乙，男，58 岁，河南省舞钢市枣林乡老庄村

动特征归之于风证，但治风之法，绝非填补肾精、养肝柔肝、

人。慢性起病，手臂震颤，步履不稳，且逐步加重，未经任何

镇肝熄风一途。先贤李中梓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医

治疗。2007 年 8 月 13 日来诊：脉细弱，舌红，口干苦，头晕

宗必读卷十•痹》
）之古训，此治法虽为“行痹”而设，以补血

蒙，腰膝酸软。西医诊断为：帕金森病。中医诊断为：颤证。

之剂，通过补血、养血、活血促使气血流通，使各种病邪，尤

仿阳还五汤以合六味地汤之意，益气活血、滋补肾阴，并加清

其是风邪，随血液的运行通畅而解除，从而疗治“外风”。但

肝定惊之龙胆草。处方：桃仁 15g，红花 12g，当归 20g，川芎

笔者认为，对于瘀血停滞而致内风，这种认识仍然有重要的参

30g，丹皮 20g，赤芍 20g，生地 15g，枸杞子 20g，山萸肉 15g，

考价值。因为无论气虚、气滞、阴虚、血寒、血热、出血、七

怀山药 20g，黄芪 50g，龙胆草 12g，甘草 5g。三剂，水煎服。

情过激、跌打损伤等，都可以所导致血瘀的产生，在阻塞经络、

二诊，震颤明显减轻。效不更方，守方续服三剂。三诊，震颤

影响到筋脉功能后，也都有产生内风的可能。所以，从“老年

消失。
病例三：患者丙，女，34 岁，河南省舞阳县九街乡徐庄村

多瘀”
、
“病久多瘀”
、
“久病入络”而论，老年人以及多种慢性
病，由瘀血而生内风者，是非常多见的。因此，震颤的发生与

人。2007 年春节因暴怒致精神错乱，经某精神病院治疗痊愈。

血瘀导致风气内动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理解的。病人年高体弱，

此后月经闭止，并上肢震颤。2009 年 3 月 21 日求治闭经来诊：

肾精亏虚、脑失髓养固然是当然的病理生理，但气血亏虚亦在

双尺脉微弱，舌质舌苔无明显变化，腰酸困痛，性欲冷淡，上

自然之列。而气为血帅，气行血亦行，气滞血亦停，气虚推动

肢震颤明显，需有人辅助摁压方能诊脉。西医诊断为：继发性

无力必然导致血运不畅。所以欲使血行运行通畅，必须首先保

帕金森综合征。中医诊断为：颤证。因为有以上两例震颤病人

证气之充盈。现代医学也认为，在急性脑血管病变中，脑缺血

的治疗，告知病人可先治震颤，仿补阳还五汤意，加培补肾精

或脑出血后引起的脑组织损害，脑功能缺损，以及脑水肿、脑

之品。处方：桃仁 15g，红花 12g，当归 20g，川芎 30g，黄芪

缺血缺氧等急性脑循环障碍，均与血瘀有关。由此可知，无论

50g，茯苓 20g，山药 30g，菟丝子 20g，沙宛子 20g，怀牛膝

祖国医学或现代医学，内风从血而治，使血脉畅运，经络通达，

20g，制首乌 20g，焦山楂 20g，甘草 5g。两剂，水煎服。二诊：

可消风动之源，应该是辨治震颤之症行之有效的方法。

服药后震颤明显减轻，无不适之感，守方继进三剂。三诊，震

王清任“补阳还五汤”本为气虚血瘀之中风后遗症而设，
功能补气、活血、通络。君药重用生黄芪。
《本经疏证》说：
（黄
芪）直入中土而行三焦，故能内补中气，则《本经》所谓补虚，

颤消失。
4

结

语

综上，以补阳还五汤加减，以益气活血为大法辨治震颤，

《别录》补丈夫虚损五劳赢瘦，益气也。王好古也说：
（黄芪）
治气虚盗汗并自汗，即皮表之药，又治肤痛，则表药可知；又

疗效之卓著，出乎笔者预料。所以此种方法或可做为治疗震颤

治咯血，柔脾胃，是为中州药也；又治伤寒尺脉不至，又补肾

的新途之一。不惴粗疏以记之，实为抛砖引玉，希望给同仁们

脏元气，为里药。是上中下内外三焦之药（《汤液本草》）。由

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探索方向。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此补阳还五汤用之为主药，目的即为大补元气，使气旺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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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法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infertilitas feminis caused by
salpingemphraxis with Staphylococcus tetragenus treatment
刘新军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南 平顶山，467000）
中图分类号：R27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60-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药内、外配合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疗效。方法：应用自拟疏通汤方一方三用即内服、保留
灌肠、药渣热敷下腹部并配合复方鱼腥草注射液宫腔灌注治疗本证 60 例。结果：治愈率 73.3%，总有效率总有效率 91.6%。结论：
采用疏通汤方一方三用及宫腔灌注四种方法联合治疗本症，安全且疗效肯定。
【关键词】 输卵管阻塞性不孕/中医药治疗；疏通汤；灌肠疗法；鱼腥草注射液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TCM treatment on treating infertilitas feminis caused by salpingemphraxis.
Methods: Self-made Shuto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ufang Yuxingcao injection perfusing into womb were applied on 60 cases. Results:
The recovery rate was 73.3%,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1.6%. Conclusion: Shuto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womb perfusion
treatment were safe and effective on treating infertilitas feminis caused by salpingemphraxis.
【Keywords】 Salpingemphraxis dysgenesia; TCM treatment; Shutong decoction; Perfusion treatment; Yuxingcao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4
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临床较为常见，阻塞原因绝大多数为

第 3 天开始，用一次性导尿管插入直肠约 15cm 处，将疏通汤

炎症所致[1]。炎症使输卵管粘膜粘连，管腔阻塞，或输卵管外

100ml（药温以 40℃左右为宜）注入直肠内，卧床 30min，保

组织炎性粘连，影响卵管蠕动及拾卵而导致不孕。笔者于 2008

留 8h，1 次/d，连续 15d，3 个月为 1 个疗程。

年 3 月～2011 年 8 月对 60 例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采用中

2.3 药渣热敷下腹部

医药综合疗法治疗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60 例不孕患者均为 22～41 岁育龄妇女，性生活正常，男

将疏通汤煎制过的药渣装入布袋中，月经干净后 3d，热敷
下腹部（药渣温度以 40℃左右为宜）
，1 次/d，30min/次，连续
15d，3 个月为 1 个疗程。
2.4 宫腔灌注法

方生殖功能正常，未避孕同居 1 年以上[2]。所有病例均经输卵
管碘油造影证实双侧输卵管完全阻塞或部分性阻塞，排除生殖

月经干净后 3d 开始用复方鱼腥草注射液 30ml，加地塞米
松针 5mg，行双侧输卵管通液，隔日 1 次，连续 3 次。

道畸形等绝对性不孕和结核、肿瘤等全身性疾病所致的不孕。

疗效评定

妇科检查：宫体压痛或轻度压痛，单侧或双侧附件增厚伴轻度

3

压痛或压痛，下腹部疼痛，月经期加重；基础体温呈双向。年

3.1 疗效标准痊愈

龄在 22～30 岁 34 例，31～35 岁 17 例，36～41 岁 9 例，不孕

治疗后两年内受孕；好转：输卵管造影显示双侧或一侧通

时间最短 2 年，最长 8 年，其中原发性不孕 7 例，继发性不孕

畅，但 2 年内未受孕；无效：输卵管造影显示双侧未通畅。

53 例。

3.2 疗效结果

2

治疗方法

60 例病人中治疗 1、2、3 个疗程分别为 27、19、11 例。
两年内受孕者 44 例（73.3%）
，好转 11 例（18.3%）
，无效 5 例

给予自拟疏通汤方（当归 12g，白芍 12g，桃仁 10g，红花

（8.4%）
，总有效率 91.6%，其中 11 例好转病人中，双侧输卵

10g，三棱 10g，莪术 10g，炮穿山甲 12g，路路通 10g，皂刺

管阻塞全通畅者 6 例，一侧输卵管通畅者 3 例，部分通畅者 2

10g，金银花 15g，红藤 15g，败酱草 15g）
，一方三用即内服、

例。

保留灌肠、药渣热敷下腹部并配合复方鱼腥草注射液宫腔灌
注。若确诊妊娠立即停用。
2.1 内服疏通汤方
1 剂/d，煎制两遍后（约 300ml）去渣，汤剂分为两部分，

4

体

会

中医学对输卵管炎、盆腔炎、输卵管阻塞等无专篇论述，
散见于“带下”、“癥瘕”等证中。《千金方衍义》：“妇人立身

一部分约 200ml，于月经干净后 3d 开始内服，早晚各一次，连

不产，断续不孕，皆子脏有瘕之故，非峻用决渠开荒力量，虽

续 15d，3 个月为 1 个疗程。

日从事调经，补天终乏术耳”
。
《石室秘录》
：
“任督之间，倘有

2.2 保留灌肠

疝瘕之征，则精不能施，因外有所障也”
。故中医认为炎性输

将汤剂的另一部分约 100ml 用于保留灌肠。于月经干净后

（下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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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电疗配合中药热腌包治疗退行性腰椎管狭窄
术后疗效不佳的 27 例患者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27 cases of retrogressive lumbar spinal stenosis
with radio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and TCM fomentation sacks
高 杨 1 王 松 2 肖 丽 1 孔祥波 1 田林涛 1
（1.贵阳中医学院研究生部，贵州 贵阳，550002；2.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贵州
中图分类号：R323.3+2

文献标识码：A

贵阳，550002）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61-02

【摘 要】 目的：探讨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患者手术疗效不佳的后期治疗。方法：射频电疗配合中药热腌包治疗退行性腰椎
管狭窄术后疗效不佳的 27 例患者。结果：经治疗大多数患者症状较前明显缓解。结论：射频电疗配合中药热腌包治疗对退行性腰
椎管狭窄术后疗效不佳者有较好症状缓解作用。
【关键词】 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术后不佳；射频电疗；中药热腌包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aphase efficacy of operation on retrogressive lumbar spinal stenosis. Methods: To treat
27 cases of retrogressive lumbar spinal stenosis with radio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combined with TCM fomentation sacks. Results: Most
of the patients improved a lot compared with the pretreatment. Conclusion: Rradio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combined with TCM
fomentation sacks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trogressive lumbar spinal stenosis.
【Keywords】 Retrogressive lumbar spinal stenosis; Radio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TCM fomentation sack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5
随着我国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阶段，患有退行性腰椎椎管

2

狭窄症的患者较前明显增加，通过手术治疗能使大部分患者获

将 27 例患者随即分为对照组 13 例、治疗组 14 例。

得较好的效果，但仍有少部分患者经手术治疗症状未得到缓

对照组：采取自行回家一般卧床休息、功能锻炼的方法。

解，甚至加重，不但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而且会成为潜在
的“医疗纠纷”
。笔者通过应用射频电疗配合中药热腌包对 27
例腰椎管狭窄术后疗效不明显患者的治疗，发现射频电疗配合
中药热腌包能对术后疗效不明显患者的症状有较好的缓解。
1

一般资料

治疗方法

治疗组：①射频电疗：主要穴位为腰 1～5 夹脊穴，以及
沿腰 4～5、腰 5～骶 1 神经走向穴位为主：秩边、环跳、风市、
委中、足三里、阳陵泉、承筋、承山、解溪、太溪、昆仑等。
术后拆线 3d 后即可行此项治疗。20～30min/次，2 次/d。②热
腌包治疗：将特制中药包浸泡并高温蒸 1h 后分别平敷于患者
腰部、臀部、下肢疼痛及麻木处（注意热敷处保暖），30min/

1.1 基本资料
我院从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共收治退行性腰椎椎

次，2 次/d。③卧床休息、功能锻炼。以 15d 为 1 个疗程，每
月 1 个疗程，连续 3 个疗程。

管狭窄症术后疗效不佳患者 27 例。其中男 13 例，女 14 例。
年龄 54～76 岁，平均 61.5 岁。病程在半年之内者 3 例，1～2

以治疗前后患者症状、体征是否较前改善情况为评判标
准。

年者 10 例，
2 年以上者 14 例。
此次就诊时距初次手术时间 1/2～
3 年，平均 1.45 年。5 例在本院行初次手术，其余 22 例为外院

3

病人。
1.2 初次手术情况
患者全部行钉棒系统内固定，未行腰椎融合。其中 19 例

临床疗效
经间断治疗 3 个月后，对照组症状、体征未见明显改善，

其中下肢麻木加重 1 例。治疗组患者腰痛较前明显缓解，其中
9 例疼痛消失。间歇性跛行较前明显减轻，其中 3 例症状消失。

行双节段全椎板切除，5 例单节段切除，3 例三节段；L3～4

下肢放射痛较前缓解，下肢麻木症状明显好转或基本消失，肌

节段 2 例，L4～5 节段 16 例，L5～S1 节段 9 例。术后平均卧

力恢复较对照组快。

床时间 1 个月。
1.3 此次就诊时的症状
主诉为：腰痛 11 例，间歇性跛行 10 例，下肢麻木 7 例，
其中伴有下肢放射痛 8 例，均无大小便功能异常。

4

讨

论

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是骨科常见病、多发病，中医学认为
多该病的致病因素为：风寒湿邪、肝肾亏虚、跌打损伤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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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此造成气滞血瘀、经脉不通，不通则痛，所以治疗则以祛
[1]

挥活血、通络、祛风、散寒作用，进而疏通患处经络，使得气

风散寒、补益肝肾、活血化瘀为主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退

血通畅，通而不痛，患者腰痛、间歇性跛行症状得到缓解；气

行性腰椎管狭窄症多由于腰椎退变引起。其中包括：腰椎间盘

血足，则经脉得养，下肢麻木之症，自然消去。

退变，椎体唇样增生，后方小关节突增生、肥大内聚突入椎管，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逐步得到恢复，故

黄韧带增厚等。这些因素导致腰椎管继发性狭窄，当狭窄到一

在术后 3～90d 之内射频电疗配合中药热腌包能够有效地改善

定程度后，椎管内容积减少，椎管内压力增加，使静脉回流不

切口和周围软组织血液循环以及神经营养，并使局部炎症和渗

畅，静脉压增加，血流缓慢，从而使毛细血管压力增加，从而

出能加快吸，逐渐减轻手术创伤所造成的渗血、渗液、组织水

[2]

造成神经血氧水平下降 。此时如果进行活动和行走，会使原

肿对硬膜囊、神经根的压迫。给施行手术的椎体及周围神经、

有的缺血缺氧症状进一步加重而产生临床症状。无论何种手术

组织、肌肉一个良好的生理条件，从而为手术椎体及其周围组

其方式都是扩大神经椎管，松解神经根，从而使得椎管内压降

织、下肢肌肉等创造恢复条件，使以经受损神经重新发挥其支

低，改善症状。但由于手术方式和手术时机选择不当、手术减

配、营养、感觉的作用，达到了标本兼治、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压不彻底、手术创伤所造成的渗血、渗液、组织水肿对硬膜囊、

的目的。

神经根的压迫等因素，造成椎管压力减压不彻底、甚至加重，
进而使硬膜囊及单或双侧神经根继续受压。引发受压的神经根

参考文献：

和局部软组织的炎症、水肿、变性、甚至坏死，而大量的炎性

[1]刘克新,王红东.电针与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并腰椎管狭窄术后患者疗

物质，如 TNF、IL-6、IL-I 等生成更加重了对局部神经根和炎

效观察[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0,5(17):42-43

性组织的刺激，造成腰及下肢的一系列症状。此外绝大多数患

[2]胥少汀,葛宝丰,徐印坎.实用骨科学[M].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1712-1713

者椎管狭窄的同时可能存在外周神经病变、腰肌劳损等因素使

[2]吕遐龄,景安国.8 兆赫射频电疗机的研制[J].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1990,

得患者症状得不到缓解，甚至加重。

6(6):38-39

射频电疗的机理是通过应用大功率的短波作用于人体，利

作者简介：

用其电磁波的能量在体内产热，使体内离子及带电胶体震动产
生传导电流，同时电容场中机体内的偶极子取向、旋转而产生
位移电流，从而形成内生热达到治疗疼痛的目的。射频作用于
[3]

生物体后可导致血管扩张，血液和淋巴液循环加快 ，使静脉
回流通畅，从而使神经血氧水平上升，进而缓解症状；毛细血
管和细胞膜通透性增加，细胞内酶活性提高，加速新陈代谢，
增强白细胞、抗体和补体等免疫系统[3]，从而改善椎管内的内
环境，减少炎症物质，使得受压的神经根和局部软组织的炎症
减轻，进而减轻症状。中药热腌包是多种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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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管阻塞属“症瘕”范畴，多为脏腑失调，气血不畅或经期、

法联合治疗本症，通过改善局部组织的血液循环，消除组织水

产后感受外邪，侵入冲任，气血凝滞，闭阻脉络，瘀血羁留胞

肿，促进炎性渗出吸收，调动机体免疫力，从而达到清洁管腔、

宫而成。故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疏通经络为治疗

疏通管腔、营养组织、松解粘连、恢复组织功能的效果，直接

本病的关键。疏通汤方中穿山甲、路路通、皂刺疏通经络、通

作用于病变部位，明显提高了临床治愈率和受孕率，为输卵管

滞散结；桃仁、红花、三棱、莪术行气破血祛瘀，软坚消症；

阻塞性不孕的治疗提供了一个安全有效的方法。

当归、白芍活血养血，缓急止痛；红藤、金银花、败酱草清热
凉血、解毒、排脓、活瘀消肿。诸药合用可达行气祛瘀、软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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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药物浓度，不仅抗菌消炎，也有疏通和分离粘连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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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活血化瘀类中药，具有改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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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改善血液流变学和抗血栓形成及改善微循环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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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抑制胶原合成，促进分解，使增生变性的结缔组织转化，
吸收以达到抑制良性的异常组织增生，具有抗感染及解痉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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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湿敷法结合场效应治疗仪促进偏瘫患者
关节活动障碍的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TCM hydropathic compress combined with field effect
treatment machine on treating joint motion obstacle
王 惠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32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63-01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湿敷法结合场效应治疗仪促进偏瘫患者关节活动障碍的临床效果。方法：20 例患者给予中药湿
敷法结合场效应治疗仪治疗。结果：20 例患者，2 例治愈，好转 16 例，未愈 2 例。结论：中药湿敷法结合场效应治疗仪对偏瘫患
者关节活动障碍有显著效果。
【关键词】 场效应治疗仪；关节活动障碍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hydropathic compress combined with field effect treatment

machine on treating joint motion obstacle of semiplegia patients. Methods: 20 patients of joint motion obstacle were treated with TCM
hydropathic compress and field effect treatment machine. Results: Of all the 20 patients, 2 case was cured, 16 cases were improved and 2
case was ineffective. Conclusion: TCM hydropathic compress combined with field effect treatment machin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joint motion obstacle.
【Keywords】 Field effect treatment machine; Joint motion obstac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6
1

一般资料

曲伸。
好转：关节肿胀、疼痛减轻，部分活动功能恢复。

选取 20 例病患，男性 13 例，女性 7 例，男性 19～81 岁，
女性 30～79 岁，平均 45 岁。
2

3.2 结果

治疗方法
方药组成：元胡 15g，乳没 20g，桃仁 20g，红花 20g，自

然铜 15g，桑寄生 30g，枳壳 15g，土元 15g，杜仲 15g，川断
15g，桂枝 20g，艾叶 20g，羌独活 20g，伸筋草 20g，川牛膝
20g，鸡血藤 20g，骨碎补 20g，甘草 10g。
将上述中药冷水浸泡 0.5h 后，将诸草加水 400ml，煎煮
30min，滤渣，将药汁放入容器中凉至适宜温度备用（37℃）
。
备齐物品携场效治疗仪至床旁，核对病人，予以安慰解释，取
舒适体位，暴露患肢关节。上肢取穴曲池，下肢取穴，委中、
足三里，将敷布（干毛巾）浸湿药液，上覆盖治疗巾敷于患肢
关节处将效应带置于患病关节处，用绑带固定好，关节下垫治
疗巾，调节旋钮至“温热”定时 30min，注意保暖整理床铺交
待注意事项，嘱患肢制动，10min 后巡视患者询问有否不适，
若耐受可将温度调至“高热”
，10min 后巡视，每次 40～50min，
1～2 次/d，连续六日休息 1d，15～20d 为 1 个疗程。
3

未愈：关节疼痛及肿胀无变化。

疗效标准及结果

治愈 2 例；好转 16 例；未愈 2 例。
4

讨

论

场效应治治疗仪采用理疗学的温热效应，远红外效应，磁
场效应，与中草药热敷，中药粒子导入，人体穴位刺激经络，
其作用机理是利用效应带作用于经络穴位，进而对病变部位的
生物磁场进行调节，使其产生一系列生理、生化反应以达到祛
风除湿，温经通络，活血化瘀，散寒止痛的治疗作用，有效起
到缓解疼止痛，改善组织营养，促进血液循环，加强药物吸收，
减少关节粘连。
参考文献：
[1]国家中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ZY/T001.1-001.9-94
[2]场效应治疗仪,天水中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YFT02-A

作者简介：
王惠，护师，工作单位：郑州市中医院。

3.1 疗效标准
治愈：关节疼痛、肿胀消失、活动功能恢复，膝关节可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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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三联疗法治疗中风后尿失禁经验总结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post-apoplectic uroclepsia in TCM triple therapy
晋小勇
（焦作市马村区马村文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 焦作，454171）
中图分类号：R25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64-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风后尿失禁的临床特点及运用中医药三联疗法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通过对 34 例中风后并发尿
失禁患者的临床表现及临床治疗进展情况进行经验总结。结果：34 例中风后尿失禁患者中治愈 25 例，好转者 7 例，无效 2 例，
总有效率 94.11%。结论：中风后尿失禁患者早期运用中医药三联疗法进行治疗，能够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
【关键词】 三联疗法；中风；尿失禁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s of post-apoplectic uroclepsia and clinical effect of TCM triple therapy.
Methods: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the treatment developments of 34 patients with post-apoplectic uroclepsia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Of
the 34 patients, 25 were cured, 7 were improved, 2 were ineffective,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4.11%. Conclusion: Application the TCM
triple therapy on the post-apoplectic uroclepsia patients could achieved notable effects.
【Keywords】 Triple therapy; Apoplexy; Urocleps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7
尿失禁，是由于膀胱括约肌损伤或神经功能障碍而丧失排
尿自控能力，使尿液不自主地流出。
《素问•脉要精微论》中说：

2.1 自拟“固本止遗汤”
2.1.1 方药组成
黄芪 25g，肉桂 10g，益智仁 12g，桑螵蛸 10g，五味子 12g，

“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中风后并发尿失禁，多见于
中、重度脑中风患者，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中风后遗症。

石菖蒲 10g，乌药 10g，党参 15g，白术 12g，山药 20g，芡实

本病属于中医之“遗尿”
、
“小便不禁”等范畴，责之于肝肾精

10g，鸡内金 10g，甘草 6g。

血衰耗，脑髓失养，膀胱气化失司。

2.1.2 煎服方法

患者小便往往不能自控，轻者有便意感，但未及准备而已

1 剂/d，加水浸泡 30min，文火煎开 20min，将药液煎至

小便。重者无便意感，而小便自溢。甚至咳嗽、打喷嚏亦会导

400ml 倒出，加水复煎，煎至 400ml，与前液相合，分早晚温

致尿失禁。长时间尿失禁，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起居，而

服，连服 10 剂为 1 个疗程。

且还给患者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通过临床上对众多中风后尿

2.2 针灸

失禁患者进行不断的治疗及观察，总结出三联治疗法案，现将

2.2.1 穴位组成
中极、三阴交（双侧）
、阴陵泉（双侧）
、足三里（双侧）。

中风后尿失禁在临床上的治疗经验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总结资料完整者 34 例，均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确诊，
其中脑出血并发尿失禁者 13 例，脑梗塞并发尿失禁者 21 例。

2.2.2 针刺手法
中极（排尿后针刺）、三阴交、阴陵泉、足三里均采用针
刺补法，得气后留针 30min，1 次/d。
2.3 艾灸
2.3.1 艾灸穴位

年龄在 42～71 岁，平均年龄 56.4 岁。病程最短者 1 个月，最
长者 6 个月。单纯入睡后尿失禁者 9 例，有尿意感而未及准备

神阙、关元、命门。
2.3.2 艾灸方法

尿失禁者 14 例，无尿意感而尿失禁者 11 例，同时伴随有咳嗽、
打喷嚏或哭笑时出现尿失禁者 7 例。
1.2 临床表现
患者均表现为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尿液不由自主的从尿道

点燃艾条后依次对神阙、关元、命门穴位进行温和灸，每
穴 15～20min，1 次/d。
3

口流出，部分患者在尿失禁前可有尿意感或无尿意感，甚至可
在咳嗽、打喷嚏、哭笑等增加腹压的情况下出现尿失禁现象等。
2

治疗方法

10d 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两个疗程进行疗效评定。治愈：
患者能够随尿意自行控制小便，未再复发；好转：患者已产生
尿意感或尿失禁次数较之前明显减少；无效：治疗前后无论尿
意感及尿失禁控制情况均无明显改善。

结合患者的病史资料，运用中医药理论知识为指导，制定
中医药三联治疗方案，即：自拟中药组方“固本止遗汤”配合
针灸、穴位艾灸疗法。具体如下。

疗效评定标准

4

治疗结果
经过临床对 34 例中风后尿失禁患者进行三联疗法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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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评定，结果为治愈患者 25 例，好转者 7 例，无效 2 例，

汤”，配合针灸及穴位艾灸三联疗法治疗，两疗程后评定，34

总有效率为 94.11%。

例中风后尿失禁患者中治愈 25 例，好转者 7 例，无效 2 例，

5

总有效率 94.11%，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在治疗中风后尿失禁中能

治疗体会

够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

中风后尿失禁是中风患者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中风后遗症。
多见于中、重度脑中风患者，尤其是在大面积脑梗塞、脑出血
以及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发生率较高。长期卧床的患者容
易导致褥疮及尿路感染等发生。不仅为患者造成很大的心理负
担，而且给家属带来诸多不便。临床上在为患者进行治疗前应
充分取得患者及家属的积极配合，坚持按疗程治疗。治疗中家
属应及时反馈患者治疗中的病情变化情况，同时多与患者进行

参考文献：
[1]费鸿翔,刘珺.中风后尿失禁辨治心得[J].江苏中医药,2012,1(50):34

作者简介：
晋小勇，男，34 岁，主治医师，单位：焦作市马村区马村文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沟通交流，询问有无尿意、定时提醒患者进行主动排尿。通过
对 34 例中风后尿失禁患者采用内服自拟中药组方“固本止遗

编辑：李妍 编号：EA-12111073（修回：2013-02-12）

自拟疏肝理气止痛汤治疗气滞胃痛 40 例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stomach ache of qi
stagnation type with self-formulated Shugan Liqi Zhitong decoction
林桂廷
（惠来县慈云中医院，广东 惠来，515200）
中图分类号：R4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65-02

【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疏肝理气止痛汤治疗气滞胃痛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00 例确诊为气滞胃痛患者随机分为三组：
汤剂治疗组 40 例，给予自拟疏肝理气止痛汤治疗；西药对照组 30 例，口服枸橼酸莫沙必利片治疗；中成药对照组 30 例，口服气
滞胃痛颗粒治疗。2 周为 1 个疗程，两个疗程后判定疗效。结果：汤剂治疗组临床疗效、胃镜检查总有效率分别为 95.0%、87.5%，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自拟疏肝理气止痛汤治疗气滞胃痛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可供临床借鉴使用。
【关键词】 疏肝理气止痛汤；气滞胃痛；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elf-formulated Shugan Liqi Zhito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Stomach ache
of qi stagnation type. Methods: 1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40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given the
self-formulated Shugan Liqi Zhitong decoction, 30 patients in the mod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given mosapride citrate tablets, and 30
patients in the TCM control group, given Qizhi Weitong granule. Two weeks in a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determinated after two course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was 95.0% and the effective rate under gastroscopy
was 87.5% in the treatment group, both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t indicates that
Self-formulated Shugan Liqi Zhitong decoction has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on treating stomachache of qi stagnation typ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hugan Liqi Zhitong decoction; Stomachache of qi stagnation type;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8
随着生活、工作节奏感加快，来自各方面压力的增大，胃
痛病人呈日趋增多趋势。胃痛是消化系统的常见临床症状之
一，多见于各种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等疾病。胃痛又称胃脘
痛，有外邪犯胃、情志不畅、饮食伤胃、素体脾虚等导致胃气
郁滞、胃失和降、不通则痛。细究起来，肝郁气滞、横逆犯胃
为胃痛之主因。笔者在临床中采用自拟疏肝理气止痛汤治疗气
滞胃痛 40 例，取得了比较满意的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病例均来源于我院 2009 年 7 月～2011 年 12 月确诊的患者，

共 100 例。将门诊和住院病房确诊为气滞型胃痛患者，随机分
为汤剂治疗组（给予自拟疏肝理气止痛汤）
，西药对照组组（给
予枸橼酸莫沙必利片）和中成药对照组（给予气滞胃痛颗粒）。
汤剂治疗组 40 例，其中男 18 例，女 22 例，年龄最大者
61 岁，最小者 26 岁，平均年龄 39 岁，病程 10～480d。西药
对照组 30 例，其中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最大者 64 岁，最
小者 25 岁，平均年龄 37 岁，病程 8～500d。中成药对照组 30
例，其中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最大者 65 岁，最小者 24 岁，
平均年龄 40 岁，病程 10～480d。经统计学处理，三组患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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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
2

010-59431886

痛肝胃气滞诊断标准并结合胃镜检查确诊。显效：症状完全消
失，无胃部疼痛及胀闷症状，无反酸、嗳气、呕吐等症状，饮

治疗方法

食正常。胃镜检查食道及胃粘膜充血、水肿、糜烂、溃疡消失。

2.1 汤剂治疗组

有效：症状明显缓解，偶有胃部疼痛及胀闷症状，基本无反酸、

自拟疏肝理气止痛汤，以疏肝解郁、理气止痛为施治原则。

嗳气、呕吐等症状，饮食增加。胃镜检查食道及胃粘膜充血、

药物组成如下：柴胡 20g，香附 15g，郁金 10g，枳壳 10g，川

水肿、糜烂、溃疡基本消失。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胃镜检

楝子 10g，白芍 10g，陈皮 10g，厚朴 10g，旋覆花 10g，炙甘

查无明显改变。

草 6g。1 剂/d，水煎服，分早晚两次服用。
4

2.2 西药对照组
枸橼酸莫沙必利片（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 H20090158）
，3 次/d，1 片（5mg）/次，口服。

研究结果采用 SPSS13.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组间 t 检验，
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2.3 中成药对照组
气滞胃痛颗粒（辽宁华润本溪三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21021522）
，3 次/d，1 袋/次，口服。

5

结

果

治疗两个疗程后，分析三组的临床疗效。汤剂治疗组、

以上各组均以 2 周为 1 个疗程，
观察 2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3

统计学处理

西药对照组和中成药对照组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分别为
95.0%、83.3%、80.0%。胃镜检查判断疗效分别为 87.5%、

[1]

疗效评定标准

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胃脘

70.0%、73.3%。

表 1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汤剂治疗组

40

32

6

2

95.0*

西药对照组

30

17

8

5

83.3

中成药对照组

30

13

11

6

80.0

注：汤剂治疗组与西药对照组、中成药对照组比较，*P<0.05。

从表 1 可以看出，汤剂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明显优于西

药对照组和中成药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P<0.05）
。

表 2 三组患者胃镜检查疗效比较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汤剂治疗组

40

19

16

5

87.5*

西药对照组

30

11

10

9

70.0

中成药对照组

30

10

12

8

73.3

*

注：汤剂治疗组与西药对照组、中成药对照组比较， P<0.05。

从表 2 可以看出，汤剂治疗组胃镜检查判断疗效明显优于

香附、郁金、枳壳、川楝子、白芍、陈皮、厚朴、旋覆花和炙

西药对照组和中成药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

甘草组成。方中柴胡、香附、郁金疏肝解郁；枳壳理气和中；

（P<0.05）
。

川楝子疏肝、理气、止痛；白芍养血柔肝，缓中止痛；陈皮理

6

讨

气降逆，调中开胃；厚朴理气消积，燥湿除满；旋覆花顺气降

论

逆；炙甘草补脾和胃、缓中止痛。诸药合用共奏疏肝解郁、理

胃痛是消化科常见病、多发病。祖国医学理论认为，胃的
生理特点是主通降，以通为顺，以降为和。胃主通降功能的完
成，有赖于气的推动作用。胃痛发病部位虽然在胃部，但是与
肝、脾的关系非常密切。肝主疏泄，喜条达，恶抑郁。肝气舒，

气和胃、缓中止痛之效。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则能助脾健运，若肝气郁结，必横逆犯胃，致脾失健运，胃气

[2]周杰.疏肝理气法治疗肝郁气滞型胃痛 25 例体会[N].湖南中医药导报,

失于和降，气机阻滞，不通则痛，导致胃痛发生。只有得到肝

2004,10(9):11-12

的疏泄和调节功能的配合，脾胃气机才能出入有序，升降相因，

[3]吴荣庆.疏肝理气法治疗肝郁气滞型胃痛体会[J].中国实用医药,2009,

完成其生理功能。胃痛由肝气犯胃者理当肝胃同治，“凡醒胃

4(24):158-159

[2-3]

必先制肝”。故治疗上当以疏肝理气、和胃止痛为主

。

针对气滞胃痛的病因病机[4]，笔者自拟组方疏肝理气止痛
汤加以治疗，并且取得了比较满意的临床效果。该方由柴胡、

[4]王天龙,余滟钧.胃脘痛肝胃气滞证病因病机之我见[J].中国中西医结合脾
胃杂志,2000,8(3):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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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养荣汤治疗气血亏虚型颤证 68 例
Treating 68 cases of tremble of Qixue Kuixu type with
the Renshen Yangrong decoction
温秀新
（沈阳市东陵区中心医院，辽宁 沈阳，110015）
中图分类号：R25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67-02

【摘 要】 目的：探讨人参养荣汤治疗气血亏虚型颤证的临床效果。方法：本文研究对象为 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在我
院治疗的 135 颤证（气血亏虚型）患者，随机分组，观察组（人参养荣汤治疗组）68 例，对照组（单纯西药治疗组）67 例，观察
并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70.6%，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治疗气
血亏虚型颤证（帕金森综合症及帕金森病）时加入人参养荣汤能够很好的改善临床症状。
【关键词】 人参养荣汤；气血亏虚；颤证；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tremble of Qixue Kuixu type with Renshen Yangrong decoction.
Methods: 135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June 2011 to June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8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67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70.6%,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Renshen Yangrong decoction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tremble of Qixue Kuixu type.
【Keywords】 Renshen Yangrong decoction; Qixue Kuixu; Tremble;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39
中医定义颤证为：肢体或者头部出现不能自制的颤抖及摇

对照组：采用美多巴治疗，3 次/d，初始剂量为 0.0625g/

摆的一种病症，病情较轻的患者仅可见手足微颤或者头部摇

次，逐渐增加药量直至 0.375g/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

动，病情重者可见肢体不停颤动，头部振摇，更有甚者肢体拘

予人参养荣汤治疗：人参 15g，当归 15g，黄芪 10g，白术 10g，

急，生活自理能力丧失。中医颤证包括代谢性疾病以及椎体外

熟地 10g，茯苓 10g，陈皮 10g，白芍 10g，桂心 10g，五味子

系疾病中具有颤证临床表现特点的一类病症，例如帕金森综合

10g，炙甘草 10g，炒远志 10g。

症、帕金森病、姿位性震颤（小脑病变）、肝豆状核变性、甲

1.3 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抗帕金森氏病药物的疗效评价标准”对治疗效果进

亢以及特发性震颤等，其中帕金森综合症、帕金森病的表现最
为典型。本文主要探讨气血亏虚型颤证应用人参养荣汤治疗的

行评价，显效标准为治疗后主症积分降低超过 61%，有效标准

临床效果，汇总如下。

为治疗后主症积分降低超过 31%，无效标准为治疗后主症积分

1

资料与方法

降低少于 30%。
1.4 统计学处理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在我院治疗的 135

本文中疗效的比较采用 x2 检验，SPSS18.0 统计学软件。
P<0.05，有明显差异。

颤证（气血亏虚型）患者，随机分组，观察组（人参养荣汤治
疗组）68 例，对照组（单纯西药治疗组）67 例，两组患者均

2

为帕金森综合症或者帕金森病患者，除了颤证共有的临床表现

结

果

比较两组气血亏虚型颤证患者治疗后 1 个月的效果，结果

外，还具有面色苍白、神疲乏力、心悸、气短、纳呆、爪甲及

观察组 22 例显效，
构成比为 32.4%；
26 例有效，
构成比为 38.2%；

口唇淡白、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等气血两虚型症候。其中观

48 例患者治疗有效，构成比为 70.6%。对照组 15 例显效，构

察组男性 39 例，女性 29 例，年龄 49～86 岁，平均年龄（72.1

成比为 22.4%；17 例有效，构成比为 25.4%；32 例患者治疗有

±11.3）岁，病程 8 个月～142 个月，平均病程（22.4±18.7）

效，构成比为 47.8%。

个月，帕金森综合症患者 40 例，帕金森患者 28 例；对照组男
性 37 例，女性 30 例，年龄 48～89 岁，平均年龄（73.4±12.8）
岁，病程 10 个月～164 个月，平均病程（24.5±19.6）个月，
帕金森综合症患者 41 例，帕金森患者 26 例。两组基本资料无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颤证多在中老年人群中发病，起病较慢，症状逐渐加重，

差异性。
1.2 方法

（下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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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芽辨证治疗抗精神病药物流涎副作用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ialozemia from the side effect of
the antipsychotic with malt on symptoms and signs
古燕萍
（山东省五莲县精神卫生中心，山东 五莲，262300）
中图分类号：R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68-02

【摘 要】 目的：观察用中医疗法治疗抗精神病药物流涎副作用的确切疗效，以其在临床中得到推广，减轻广大病患痛苦。
方法：采用麦芽煎剂。结果：有效率达 92.5%。结论：疗效确切，具有推广意义。
【关键词】 麦芽；流涎；副作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act efficacy of TCM therapy on treating sialozemia from the side effect of the
antipsychotic. Methods: The malt elixation was appli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2.5%. Conclusion: It had exact efficacy,
worthy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Malt; Sialozemia; Sid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0
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抗精神病药物也得到了长足的

2

发展，可选择性大大提高了。但大多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也
一直成为了广大精神科医生和病患的隐痛。常见的副作用，比
如流涎，目前尚无西药可切实治疗。虽然流涎不直接影响治疗，
但却给病人带来一定的痛苦，影响了病人进食、服药及一定的
语言功能。我院采用麦芽煎汤治疗抗精神病药物所引起的流涎
反应，效果较好。现整理如下。
1

临床资料
用生、熟麦芽各 100g 水煎服，治疗抗精神病药物流涎副

作用为我院经验方，但没有广泛推广。现选我院历年住院患者
200 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流涎，按照流涎情况的不同，分
为重度反应、中度反应和轻度反应。其中重度反应 130 例，占
65%；中度反应者 58 例，占 29%；轻度反应者 12 例，占 6%。
200 例患者中，女性 135 例，男性 65 例，年龄最小 19 岁，最
大 60 岁，其中以 30～50 岁者居多。

药品简述—麦芽

3

临床表现
重度反应者流涎量较多，涎液较稀，日夜均有，经常顺嘴

角流淌不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进食、讲话与服药；中
度反应者流涎量少于重度反应者，但也是日夜均有，张口溢出，
但不影响进食、服药，语言功能亦不受影响；轻度反应者表现
麦芽-原态

麦芽-药材

麦芽为禾本科植物大麦（HordeumvulgareL）的成熟果实

为白天流涎很少，仅于夜间入睡后出现，常浸湿枕头、衣领。
4

经发芽干燥而成，全国各地均可生产。将大麦洗净、浸泡 4～
6h 后，捞出，保持适宜温度、湿度，待幼芽长至约 5mm 时，

治疗方法
生麦芽、炒麦芽各 100g，水煎至 200ml，早晚各服 100ml，

根据流涎情况调整药量，30 剂为 1 个疗程。

晒干或低温干燥，生用、炒黄或炒焦用。
治疗效果

药性：甘，平。归脾、胃、肝经。

5

功效：消食健胃，回乳消胀。

5.1 疗效标准

应用：米面薯芋食滞证。本品甘平，健胃消食，尤能促进

①反应消失：服药后流涎很快消失，并不再出现；②效果

淀粉性食物的消化。断乳、乳房胀痛。本品有回乳之功。此外，

显著：服药后流涎明显减少，白天几乎没有，仅夜间入睡后有

本品又兼能疏肝解郁，常配川楝子、柴胡等，用治肝气郁滞或

少量流出，不影响其他功能；③无显著效果：服药 30 剂后，

肝胃不和之胁痛、脘腹痛等。

流涎症状无显著改变。

用法用量：煎服，10～15g，大剂量 30～120g。生麦芽功
偏消食健胃；炒麦芽多用于回乳消胀。

5.2 疗效分析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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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疗效分析
项目

反应消失

效果显著

无显著效果

合计

重度反应

99

20

11

130

中度反应

48

7

3

58

轻度反应

8

3

1

12

合计

155

30

15

200

从表中可以看出，200 个病例中，反应消失 155 例，占

成短直键缩合葡萄糖（即糊精），后者可再为 β 淀粉酶水解成

77.5%；效果显著 30 例，占 15%；无显著效果 15 例，占 7.5%；

麦芽糖。因此淀粉在 α 和 β 淀粉酶的作用下可分解成麦芽糖与

总有效率 92.5%。本组病例一般服药 10 剂后即可见效，有 10

糊精，对胃酸与胃蛋白酶的分泌有轻度促进，起到助消化的作

例服 5 剂后反应消失。服药 10～20 剂收敛者 105 例，服 20～

用，消化功能正常，口腔分泌物就减少，流涎症状就得到改善。

30 剂见效者 70 例，服 30 剂以上仍无显著效果者 15 例。疗效
与药量无明显对比关系。
6

病案举例
患者甲，男，41 岁，已婚，因患精神分裂症，于 2010 年

8

小

结

抗精神病药物的胃肠道反应，特别是流涎等影响病人的进
食及日常生活。长时间和较大剂量的运用抗精神病药物多会伤
及脾胃，导致脾胃气虚，寒湿阻于中焦，致流涎多而清稀，自

6 月住院。入院后采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等治疗量用至 10mg，

口角处溢出，熟睡时加重。我们采用麦芽煎汤治疗抗精神病药

午晚两次服用时，口水增多，日夜流涎，说话不清，影响进食、

物所引起的流涎反应，效果较好，其反应消除率达 77.5%，总

服药。遂给予麦芽煎剂 200ml，早晚两次服用，5d 后流涎基本

有效率 92.5%。中医认为，麦芽咸、平，入脾、胃、肝经，能

消失。住院 3 个月，临床治愈出院，期间无副反应。

健脾消食、疏肝回乳。脾主运化，脾气通于口，胃为水谷之海，

7

现代研究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麦芽的主要化学成分有 α-及 β-淀粉酶

（ amylase ）， 催 化 酶 （ catalyticase ）， 过 氧 化 异 构 酶
（peroxidisomerase）等。另含大麦芽碱（hordenine），大麦芽
胍碱（hordatine）A、B，腺嘌呤（ade-nine）胆碱（choline）
，

脾胃的运化功能失调是导致口腔流涎的主要病机。用麦芽健脾
消食，脾胃运化功能正常，口腔分泌物即可减少，故在临床上
收敛满意。且此方为单方用药，服用方便，是理想的治疗方法，
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D、D、E，细胞色素（cytochrome）

[1]是明启.怎样治疗氯氮平的流涎副作用[J].大家健康,1996.7

C。尚含麦芽毒毒，即白栝楼碱（candici-ne）
。主要有助消化、

[2]郭雅明,等.香砂六君六子丸治疗抗精神病药物流涎副作用 70 例[J].中国

降血糖、抑制催乳素释入的作用。临床主要用于食积不消、妇

民间疗法,2009,2

女断乳及急慢性肝炎的治疗。麦芽含 α 和 β 淀粉酶，而淀粉是
糖淀粉与胶淀粉的混合物。组成糖淀粉的葡萄糖分子以 α-1，4
甙键相连，且呈直链排列。胶淀粉是由若干个短直链缩合葡萄
糖交叉排列。支链淀粉分子中除 α-1，4 甙键外还有 α-1，6 甙

作者简介：
古燕萍（1975-），女，工作单位：山东省五莲县精神卫生中心，主要
研究方向：中医在精神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键。α 与 β 淀粉酶可水解 α-1，4 甙键，对 α-1，6 甙键无作用。
编辑：李妍

β 淀粉酶能将糖淀粉完全水解成麦芽糖，α 淀粉酶则使之分解

编号：EA-12111497（修回：201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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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日常生活因运动功能障碍而受到影响，疾病发展到后期可

发挥养血益气、健补脾气的作用，桂心补火助阳，鼓舞气血生

能会出现进食困难、卧床不起。颤证主要临床表现与西医学帕

长，远志、五味子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全方共凑益气养血、

金森综合症及帕金森病相符，患者体内多巴胺含量降低、黑质

养心安神之功，因此治疗气血亏虚型颤证效果良好。

纹状体增多，因而西医治疗此病主要应用多巴胺抑制剂，目的
是将正常多巴胺传递系统重建，改善症状。颤证临床分型较多，

参考文献：

不同的分型治疗方法也不尽相同，中医注重辨证论治，虚者补

[1]徐国栋,张培影.帕金森病的中医药治疗近况[J].内蒙古中医药,2008,2(3):

之，实者泄之，气血亏虚型颤证在临床上十分常见，治疗以补

49-51

虚为主。人参养荣汤方首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属于温

[2]呙登俊,王浩,胡智伟,等.人参归脾汤治疗气血亏虚型老年颤证非运动症状

补类方剂，主要由人参、当归、黄芪、白术、熟地、茯苓、陈

50 例观察[J].浙江中医杂志,2012,47(3):175-178

皮、白芍、桂心、五味子、炙甘草、炒远志等中药组成，其中
当归、人参、白芍、茯苓、黄芪、白术、熟地、炙甘草等主要

编辑：赵玉娟 编号：ER-12121901（修回：201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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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皮饮治疗地塞米松致全身水肿 2 例
Treating 2 cases of hydrosarca caused by dexamethasone with the Wupi drink
刘 刚 徐 烨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黄珏卫生院，江苏 扬州，225118）
中图分类号：R25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70-01

证型：DBG

【摘 要】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在临床中使用较为广泛，当遇到糖皮质激素致全身水肿时，五皮饮不失为一有效良方，值
得广大临床医师的引用借鉴和运用。
【关键词】 地塞米松；全身水肿；五皮饮
【Abstract】 Dexamethasone Sodium Phosphate Injection is a common medicine in clinical but it can always cause hydrosarca
because of its glucocorticoid likewise effect. Wupi drink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at symptom,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Dexamethasone; hydrosarca; Wupi drink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1
1

临床资料
患者甲，63 岁。因全身浮肿 10d 就诊。患者 15d 前因躯干

四肢出现大小不等红丘疹伴瘙痒渗出，在我院皮肤科门诊诊断
为“急性湿疹”，给予生理盐水 250ml，注射克林霉素磷酸酯
0.9g，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5mg 静滴，共 3d，肤痒颗粒 5g，
tid，po，盐酸赛庚啶片 2mg，tid.po。治疗 3d 后，面部，四肢
出现水肿并逐渐加重，伴有头昏，乏力，纳差等不适症状遂来
我院就诊。患者 20 年前患有慢性乙型肝炎病史。否认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史，查体，系统检查未见异常。皮肤科检查，
面部，二上脸明显水肿，二下肢膝关节以下明显可凹性水肿，
全身原皮疹大部分消退。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尿常规
（－）
，B 超：肝胆脾胰肾未见异常。肝功能（－）两对半（－），
HBsAg（＋），HBeAg（＋），HBcAb（＋），诊断：地塞米松
致全身水肿。治疗：停止使用任何药物，给予五皮饮，江阴天
江药业有限公司产中药配方颗粒，生姜皮 9g（3 袋）
，蜜桑白
皮 10g（1 袋）
，陈橘皮 12g（2 袋）
，大腹皮 10g（1 袋）
，茯苓
皮 10g（1 袋）
，各半袋分早晚两次冲服。3d 后复诊水肿明显消
退，5d 后电话随访恢复常态。
患者乙，56 岁。因全身浮肿 3d 就诊。患者 15d 前无明显
诱因，面、颈、躯干四肢出现大小不等的红丘疹伴瘙痒，搔抓
后出现糜烂，渗出渗液及疼痛。10d 后在我院皮肤科门诊诊断
为“夏季皮炎”
，给予生理盐水 500ml，乳糖酸阿奇霉素注射液
0.5g，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5mg 静滴，共 3d，盐酸赛庚啶片
2mg，tid.po。治疗后第 3 天全身皮疹明显消退，瘙痒显著减轻，
面部、四肢出现水肿，未引起重视，欲等待其自行消退。3d
后面部、躯干、四肢出现明显水肿，伴头昏，乏力纳差等不适
症状遂来我院就诊。患者 15 年前有肾盂肾炎病史，否认高血

原皮疹大部分消退，二下肢胫前隐约可见散在淡红色丘疹，压
之色退。实验室检查；血常规（－）
，尿常规中白细胞（＋），
肝功能（－），两对半（－），肾功能（－），电解质中血钙
2.2mmol/L，心电图未见异常，胸透未见异常，B 超：肝胆脾
胰肾未见异常。诊断：地塞米松致全身水肿。治疗：停止使用
任何药物，给予五皮饮，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产中药配方颗
，陈橘皮 12g（2
粒，生姜皮 9g（3 袋）
，蜜桑白皮 10g（1 袋）
袋）
，大腹皮 10g（1 袋）
，茯苓皮 10g（1 袋）
，各半袋分早晚
两次冲服 3d 后复诊水肿明显消退，头昏、纳差消失。5d 后电
话随访恢复常态。
2

讨

论

水钠潴留是糖皮质激素的常见副作用，往往在长期大量使
用糖皮质激素的基础上发生。由于过量激素引起脂质代谢和水
盐代谢紊乱的结果，表现为满月脸、水牛背、皮肤变薄、水肿
等，停药后可自行消失。短期小剂量静脉使用地塞米松磷酸钠
注射液引起全身明显水肿，临床报道较为少见，可能与机体对
糖皮质激素高度特异敏感有关。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所致全身明显水肿为脾虚湿盛气
滞水泛之皮水证，脾湿壅盛，泛溢肌肤，一身悉肿，肢体沉重，
小便不利。利水消肿为君，大腹皮行气消胀，利水消肿；陈皮
理气和胃，醒脾化湿共为臣。佐以生姜皮和脾散水消肿；桑白
皮清降肺气，通调水通以利水消肿。五药皆用皮，善行皮间水
气，本方利水消肿与利肺健脾同用，气行则水行，则皮水自除。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在临床中使用较为广泛，当遇到糖
皮质激素致全身水肿时，五皮饮不失为一有效良方，值得广大
临床医师的引用借鉴和运用。

压、糖尿病、冠心病史。查体：系统检查未见异常。皮肤科检
查：面部明显水肿，二上脸下垂，二下肢为可凹性水肿，全身

编辑：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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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体三教授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经验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GAO Ti-san for treating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刘贯华
（郑州人民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65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71-02

【摘 要】 胃食管反流病属中医“吐酸”、“嘈杂”、“噎膈”、“胃痛”、“胸痹”等范畴，高体三教授应用其经验方柴
胡桂枝鳖甲龙骨牡蛎汤治疗本病经大量临床验证效果显著。本文从高体三教授对胃食管反流病病因病机的认识、立方思路及加减
法角度介绍其治疗本病的经验，并附有典型案例。
【关键词】 胃食管反流病；中医药疗法；名医经验
【Abstract】 Professor GAO Ti-san has affluent experience of applying Chaihu Guizhi Biejia Longgu Muli decotion on treating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In this paper, his recognitions, cubic thinking and modified principle on treating this disease was
introduced, with typical cases illustrated.
【Keywords】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TCM therapy;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2
高体三教授，生于 1921 年，河南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

终至肝脾肾功能失调，表现为木郁水寒土不和[2]，因此，胃食

师，国家第二批名老中医，从医六十余载，崇尚内、难、伤寒

管反流病存在肝胃不和的同时，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脾肾阳

之学，医理渊博，经验独特，临证擅用经方治疗内科疑难杂证。

虚，同时因肝胆有热，尚会有肝阴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单去

现将其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经验介绍如下。

调和肝胃显然不够全面。

胃食管反流病（GERD）是指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
管引起的烧心等症状，可引起反流性食管炎，以及咽喉、气道

2

标本兼顾，肝脾肾同调
针对胃食管反流病的病机特点，高老师自拟柴胡桂枝鳖甲

等食管邻近的组织损害[1]。本病是临床上一常见病、多发病，
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西药质子泵抑制剂（PPI）治疗本病效

龙骨牡蛎汤标本兼顾、肝脾肾同调，该方组成为：柴胡、黄芩、

果明显，但停药后复发率较高，高老师根据其发病特点，结合

桂枝、白芍、干姜、制附子、鳖甲、煅龙骨、煅牡蛎、炙甘草、

临床实践经验，提出本病多为肝胃不和、肝脾肾功能失调所致，

生姜、大枣。本方为《伤寒论》柴胡桂枝汤化裁而来，柴胡桂

治疗上注重调和肝胃，温补脾肾，兼顾肝阴，效果显著。

枝汤本为治疗太阳与少阳合病的方子，高老师拓展其用途，增

1

肝胃不和为发病之标，肝脾肾功能失调乃发病之本

大芍药的剂量，用柴、芩、桂、芍、草、姜、枣七药疏调木土
之郁；其中柴胡、黄芩一透一清善治胆，桂枝、白芍一疏一柔

烧心和反流是胃食管反流病最主要的两大症状。烧心者，

善调肝，如此四药刚柔相配、动静结合、不温不火，正好符合

酸也，酸者，肝木之味也，如《四明心法•吞酸》云：
“凡为吞

肝胆之生理特性；同时，桂枝汤增大芍药剂量后有“建中”之

酸尽属肝木，曲直作酸也。”反流者，胃失和降也。反流物中

意，是在兼顾脾虚的一面。在此七药基础上，加干姜意在加强

每多含酸或仅为酸水，故称为泛酸。显然，本病与肝、胃关系

健脾温中之力。又加鳖甲散结导滞，煅龙牡敛酸，此三药相合

密切，是肝胃不和所致，故临床上应用左金丸、化肝煎等调和

并有潜镇之意，以防治胃气上逆，是在治疗“胃不和”
。并且，

肝胃之剂治疗确有一定疗效，但仍会反复发作，久治不愈。高

白芍与鳖甲相配，又有滋补肝阴之意。更加制附子以温肾阳，

老师认为，本病之所以缠绵难愈者，是单治其标也，肝胃不和

并能“益火补土”，需要指出的是，高老师临证附子一般仅用

是本病的发病之标，调和肝胃类似于应用西药抑酸剂，往往不

3g 或 6g，是取“少火生气”之意。此方配伍严谨，是高体三

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肝脾肾功能失调才是胃食管反流病的病

老师“水暖土和木达”[3]学术思想的代表方。

机之本。纵观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或由于工作压力大、情志
失调，或由于生活不规律、饮食失宜，其起病多在肝胆或脾胃，
起于肝胆者，肝木克土而发病，起于脾胃者，土壅木郁而发病，

3

注重加减变化
胃食管反流病临床症状多样，有些仅以咽部不适或咳嗽、

其中肝胆多表现为热证、实证，脾胃则表现为脾虚胃实。因胃

胸闷等为主要表现，烧心、反流的症状反不明显。故高老师临

食管反流病往往病程较久，高老师认为“久病多虚多寒”，并

证治疗本病，非常注重加减变化。若烧心、泛酸症状不明显者，

认为肝脾肾关系密切，任何一脏有病日久均会累及其他二脏，

将煅龙牡改为生龙牡；如纳差明显者，加焦三仙；如脾虚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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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取“理中丸”之意，加党参、白术；腹胀者，取“橘枳姜

煅龙牡各 20g，炙甘草 10g，生姜三片，大枣四枚。7 付，水煎

汤”之意，加陈皮、炒枳壳；胸闷者，取“茯苓杏仁甘草汤”

服。

之意，加茯苓、杏仁；胸骨后灼热疼痛者，取“栀子豉汤”之

2007 年 6 月 28 日二诊，患者诉泛酸、烧心发作次数明显

意，加栀子、淡豆豉；咽部不适者，取“半夏厚朴汤”之意，

减少，胸骨后闷痛减轻，胃脘部隐痛已消失，余症状不明显，

加苏叶、厚朴、茯苓；咳嗽者，取“小柴胡汤加减法”之意，

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守上方将煅龙牡改为生龙牡各 20g，

加五味子；哮喘发作者，先控制哮喘后，再应用本方。另如患

七付，水煎服。后以本方加减共服药 35 付症状消失，复查胃

者行胃镜检查，发现食管或胃中有明显糜烂面者，取“黄土汤”

镜未见明显异常。1 年后随访泛酸、烧心等症状未再复发。

之意，加阿胶珠、生地炭、炒白术。
4

典型案例
患者甲，男，42 岁，于 2007 年 6 月 21 日初诊，以“泛酸、

烧心 4 年”为主诉，患者 4 年前无明显原因出现泛酸、烧心，
曾在多家医院治疗，并于 3 年前及 1 年前在当地医院行胃镜检
查均提示“反流性食管炎”，间断服用“奥美拉唑”等药物效

按：本案患者泛酸、烧心症状明显，倘单从肝胃不和论治
也能取效于一时，但恐终会反复发作。高老师从肝脾肾出发，
在调和肝胃之时加入温补脾肾、兼顾肝阴之品，使“水暖土和
木达”
，而疾病痊愈。
参考文献：
[1]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372

果欠佳。1d 前至某省级医院再次行胃镜检查示：反流性食管炎，

[2]郑书娟,高天旭.高体三教授从三阴论治疑难杂病分析[N].河南中医学院

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医生建议应用抑酸药物治疗，患者不

学报, 2009,24(141):59-60

愿再应用西药，故来高老师处求治。患者现泛酸、烧心，以夜

[3]高天旭,韦大文,徐江雁,等.高体三教授益火补土、疏木达郁治疗脾胃病之

间明显，伴胸骨后闷痛，阵发性胃脘部隐痛，食欲尚可，无腹

阐微[J].新中医,2011,43(6):153-154

胀、嗳气，眠可，二便调。舌淡苔稍白腻，脉弦细沉。诊为泛
酸，证属肝脾肾功能失调，肝胃不和。治用柴胡桂枝鳖甲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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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汤加味。处方：柴胡 12g，黄芩 10g，桂枝 10g，白芍 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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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脾病。

干姜 10g，制附子 6g，阿胶珠 10g，生地炭 12g，炒白术 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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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予补阳还五汤治疗观察研究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71 cases of heartstroke with
the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许佑彦
（湖南邵阳武冈市中医院，湖南 武冈，422400）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72-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研究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时，运用补阳还五汤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我科收治的 71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35 例）和 B 组（36 例）
，A 组采用单纯常规西药治疗，B 组采用常规西药结合补阳还五汤治疗，并对
其疗效进行对比和统计分析。结果：治疗后 B 组心绞痛发作次数与持续时间均优于 A 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B 组 80.6%
的总有效率优于 A 组 60.0%的总有效率，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补阳还五汤结合常规西药在对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
上疗效显著。
【关键词】 冠心病；心绞痛；中药补阳还五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in treating heartstroke. Methods: 71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5 patients in group A and 36 patients in group B.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while group B was given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more. Results: The angina pectoris attacks times in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group A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group A (P<0.05).
Conclusion: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had good efficacy on treating heartstroke.
【Keywords】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Heartstroke;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3
冠心病心绞痛具有发病率高、危害严重、预后差、易反复
等特点，对其病因、临床表现及治疗的研究尤为重要。该病属
中医气滞血瘀之症，补阳还五汤可行气通络、活血化瘀，从而
缓解心绞痛、改善心肌缺血。本文拟观察中药补阳还五汤结合
常规西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效果，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在 2009 年 3 月～2010 年 9 月，我科共诊治 71 例冠心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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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痛患者。A 组（35 例）
，男（22 例）和女（13 例）之比约为

2.2 比较 A、B 两组治疗后的疗效

1.7∶1；年龄 39～74 岁；病程 1～14 年；合并糖尿病、高血压

A 组和 B 组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无效例数及总有效率分

和血脂异常的患者分别为 8 例、15 例和 12 例。B 组（36 例）
，

别是：6 例、15 例、14 例、60.0%和 12 例、17 例、7 例、80.6%。

男（25 例）和女（11 例）之比约为 2.2∶1；年龄 38～72 岁；

可见采用单纯常规西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亚于采用补

病程 0.5～15 年；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患者分别

阳还五汤结合常规西药治疗，两组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为 7 例、16 例和 13 例。上述两组的一般情况、病程与合并症

（P<0.05）
。

状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

3

1.2 诊断标准
中医辨证标准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一

讨

论

由于血脂代谢异常，脂质沉着于血管壁形成粥样斑块而致

项主症（胸痛、胸闷）＋两项次症（气促、脘痞、心悸、纳呆、

冠状动脉狭窄或阻塞，从而引起心肌缺血缺氧，而导致冠心病

疲乏）＋舌脉象（舌质瘀斑、暗紫及脉弦滑）
，即可诊断。

心绞痛的发生。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胸闷、胸骨后烧灼样或压榨

1.3 纳入标准

样疼痛，可伴有放射痛，放射区域常见于左肩及胃区。因冠心

用药前心绞痛发作次数≥2 次/周；符合上述中医辨证标

病心绞痛具有发病率高、危害严重、预后差、易反复等特点，

准。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严重影响。因而对其治疗的研究，中西医

1.4 排除标准

都予以高度重视。

合并其他重度疾病者，如：严重心律失常、急性脑血管疾

冠心病心绞痛的病因病机及治疗等在中医学中有深刻的

病等；心脏其他疾病；其他疾病所致胸痛者，如：消化系统（胃、

研究。本病多发于中老年人，因其心气不足，不能推动全身血

食管、胆囊）疾病及颈椎病等；④其他，如妊娠期妇女、资料

脉而至血行不畅，且其营卫之气衰减，运行失调而使诸病丛生。

不全者、对所研究的药物过敏者等。

冠心病心绞痛基本病因分外因和内因，邪毒内侵为外因；因饮

1.5 方法

食劳逸、情志失调至内生热毒而痹阻心脉为内因。本病以本虚

A 组采用钙离子拮抗剂、硝酸甘油、降血脂药物、肠溶阿

标实为主要病理变化，其中气虚、阴虚、阳虚属本虚，血瘀、
气属标实。应以益气通络、化瘀定痛为治疗之法。在益气活血

斯匹林、受体阻滞剂及低分子肝素等常规西药治疗。
B 组采用补阳还五汤结合常规西药。
补阳还五汤：
黄芪 30g，

方药中应首选补阳还五汤，这在王任清所著《医林改错》中有

炙地龙 15g，川芎 15g，桃仁 10g，当归尾 10g，赤芍 15g，红

据可寻。该方药中，补气养阳用黄芪；活血祛瘀用赤芍、川芎；

花 10g。并随阴虚（加生地黄 10g，五味子 10g，麦冬 15g）
、

通络止痛用当归；活血化瘀，散结止痛用红花、桃仁；活络通

阳虚（桂枝 10g，红参 10g，制附片 10g）
、痰盛（加法半夏 10g，

脉用地龙。诸药相配伍使气足血畅、疼痛自止、脉络自通。

全瓜蒌 15g，石菖蒲 10g）
、寒盛（加细辛 3g，桂枝 10g）等症

补阳还五汤中黄芪可通过扩张冠脉，来改善心肌血液供
应，增加心排血量及心肌收缩力，从而起到强心作用[3]；赤芍、

加减。以水煎后，温服，连服 4 周，2 次/d，1 剂/d。

川芎、当归、红花可通过抗血小板聚集，从而使血流顺畅；地

1.6 疗效标准
[2]

依据《冠心病心绞痛心电图疗效评定标准》中的评定标准 。

龙含有血栓溶解因子，通过溶解粥样斑块与血栓，而保持血流

显效：心绞痛症状下降 2 级，心电图缺血性改变的现象大致正

通畅，并可软化动脉血管，使其恢复弹性。可见中药与西药在

常或者已经恢复正常；有效：心绞痛症状下降 1 级，ST 段回

对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上不谋而合，联合运用在冠心病心绞痛

升≥0.05mV，T 波变直立或变浅≥25%；无效：心绞痛症状分

的治疗上可取得良好疗效。
本文通过观察研究给予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补阳还五汤的

级未下降，心电图无明显改善或加重。

疗效，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单纯运用常规西药治疗时，对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软件包统计，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均数
用（ x ± s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为 P<0.05。
2

结

心绞痛症状的控制不佳，冠心病心绞痛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也不
理想，加用补阳还五汤后心绞痛症状可得到有效控制且治疗后
的总有效率也明显提高。可见联合用药不但可降低症状发作频

果

率、减少症状持续时间，还可提高其治疗的总有效率。本研究

2.1 A 组与 B 组治疗前后心绞痛发作持续时间及其发作次数的

表明：补阳还五汤结合常规西药在对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上疗

比较（见表 1）

效显著。

表 1 比较 A、B 两组治疗前后心绞痛发作持续时间及发作次数的比较

参考文献：

（ x ±s）
组别
A 组（n=35）

B 组（n=36）

[1]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治疗时间段

持续时间（分/次）

发作次数（次/周）

治疗前

9.24±2.86

8.61±3.21

[2]陈贵廷,薛赛琴.最新国内外疾病诊疗标准[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治疗后

4.13±1.69

*

4.10±1.24*

214-215

治疗前

9.35±3.26

9.01±2.16

[3]张晓丹,佟欣,刘琳,等.黄芪对实验性心肌缺血大鼠心电图影响的比较[J].

治疗后

2.11±1.03#*

2.03±0.89#*

#

*

注：与 A 组治疗后比较， P<0.05，与治疗前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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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地龙胶囊治疗急性面神经炎 40 例
Treating 40 cases of acute facial neuritis with compound Dilong capsule
白晓辉 1 李燕梅 2
（1.河南中医学院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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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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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复方地龙胶囊治疗急性面神经炎的效果。方法：将 80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对照组两组，治疗组 40
例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复方地龙胶囊治疗，对照组 40 例给予西医常规治疗，均治疗 4 周，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组治愈 27 例（67.5%）
，好转 12 例（30.0%）
，无效 1 例（2.5%）
；对照组治愈 19 例（47.5%）
，好转 11 例（27.5%）
，无效 10
例（25.0%）
；治疗组总有效率（97.5%）高于对照组（75.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复方地龙胶囊治疗急性面神
经炎疗效显著，有效率高。
【关键词】 面神经炎；复方地龙胶囊；西医常规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compound Dilong capsule on acute facial neuritis. Methods：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modern medical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compound Dilong capsules more.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after 4 weeks’ treatment.
Results：In the treated group, 27 patients (67.5%) were cured, 12 patients(30.0%) were improved，1 case (2.5%) was ineffective; 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19 cases (47.5%)were cured, 11 cases (25.0%) were improved, 10 cases (25.0%) were invalid. The total effective in the
treated group (97.5%)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75.0%),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mpound：Complex Dilong capsule
was effective on acute facial neuritis.
【Keywords】 Facial neuritis; Compound Dilong capsule; Routine modern medical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4
面神经炎是神经科常见病、多发病，是因茎乳孔内面神经

1.4.1 治疗组

非特异性炎症所致的周围性面神经麻痹。任何年龄均可发病，
以中青年最为多见，男性略多于女性。常急性起病，主要表现

统一服用南京恒生制药厂生产的复方地龙胶囊＋西医常
规，用法：开水冲服，2 粒/次，3 次/d，连续 4 周。西医常规

为口角歪斜、流涎，进食时，食物通常滞留于患侧的齿颊间隙
内。患者面部表情肌瘫痪，不能做皱额、闭目、露齿、鼓气和

同对照组。
1.4.2 对照组

吹口哨等动作。大约 10%的面神经炎患者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
症[1]，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因此早期综合治疗十分关键。我

西医常规，甲强龙＋VitB1 针＋注射用甲钴胺用法：①甲
强龙 80mg＋5%葡萄糖 100ml，静脉滴注，1 次/d，共用 10d；

们采用复方地龙胶囊联合西医常规治疗急性期面神经炎 40 例，
方法简单，疗效显著。现将方法介绍如下。

②VitB1 针 100mg 肌肉注射 1 次/d，共用 4 周；③注射用甲钴
胺 0.5mg 肌肉注射 1 次/d，共用 4 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神经内科门诊面神经
炎患者，发病在 2 周以内患者 80 例，均符合 2008 年贾建平主
编《神经病学》第 6 版面神经炎诊断标准。其中男性 43 例，
女性 37 例，年龄 13～45 岁，平均 29 岁；随机分为治疗组 40
例和对照组 40 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等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
①符合面神经炎的诊断标准[2]（参考 2008 年贾建平主编
《神经病学》第 6 版）
；②起病时间在 14d 内的；③积极配合
治疗的。
1.3 排除标准
①继发性面神经麻痹；②不能配合或坚持治疗的患者。
1.4 治疗方法

1.5 疗效标准
1.5.1 面瘫简易评分法[3]
以蹙额，闭眼，示齿，鼓腮，吹哨及撅嘴 6 种基本自主动
作，作为双侧对比动作，与健侧相同 3 分，运动减弱为 2 分，
稍能运动为 1 分，不能自主运动为 0 分，再加上安静时的印象
2 分，印象分根据安静时双侧不对称程度，面肌张力，有否非
自主颤动来评定。正常为 20 分，记录治疗结束后的得分。
1.5.2 疗效判断标准
①治愈：16 分以上，眼睑闭合良好，其他面肌功能基本恢
复；②好转：10～15 分，临床症状明显改善，遗留不同程度的
面肌功能障碍；③无效：治疗 4 周后，虽症状有所改善，但评
分不足 10 分。
根据治疗结束后的得分评判患者周围性面瘫改善情况。
1.6 统计处理
计数资料的统计采用 x2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下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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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联合中药治疗输卵管妊娠疗效分析
The effect of mifepristone and TCM in treating ectopic pregnancy
沈桂英
（河南商丘市中医院，河南 商丘，476000）
中图分类号：R271.4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75-02

要】 目的：探讨米非司酮联合中药治疗输卵管妊娠的疗效。方法：将 2009 年 1 月～2012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50 例具备保守治疗的输卵管妊娠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5 例，第 1 组口服米非司酮 50mg，q12h 连服 5d，总剂量 500mg，
同时口服中药煎液，第 2 组单纯口服米非司酮，剂量同第 1 组。观察两组的疗效。结果：第 1 组 25 例中治疗成功 20 例，成功
率 80%；第 2 组治疗成功率 15 例，成功率 60%，（P<0.05）。结论：米非司酮联合中药是输卵管妊娠保守治疗一种有效、安全
的方法。
【关键词】 输卵管妊娠；米非司酮；中药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mifepristone and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ectopic pregnancy. Mehods: 50
patients with ectopic pregnancy collected from Janrary 2009 to June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first group receive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mifepristont with additional TCM. Patients in the second group
receive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mifepristone only. The effec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in the first
group (20/25, 80%)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econd group (15/25, 60%), P<0.05. Conclusion: Mifepristone combination with TCM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regimen in 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f ectopic pregnancy.
【Keywords】 Ectopic pregnancy; Mifepristone;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5
输卵管妊娠是妇科一种常见疾病，常危及患者生命，随
着快速敏感的血 β-HCG 测定和高分辨率经阴道彩色多普勒
超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绝大多数的输卵管妊娠在早期得
到确诊，为早期保守治疗提供了条件，近年来，我院采用米
非司酮联合中药治疗输卵管妊娠取得较满意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50 例患者均为我院于 2009 年 1 月～2012 年 6 月收治的确诊
为未破裂型输卵管妊娠的住院患者，具有保守治疗的条件，随机
分为两组，每组 25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停经天数、包块大小等
一般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别（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n

年龄（岁）

停经天数（d）

包块大小（mm）

血 β-HCG（miu/ml）

第1组

25

23.71±7.75

38.7±6.5

2.7±1.35

1650±286

第2组

25

23.05±5.67

37.6±5.9

2.6±1.33

1680±275

1.2 诊断标准及保守指征[1,2]
①有停经史或无停经史，有异常出血史，伴轻微腹痛或不

常规及肝肾功能，若有内出血症状、体征则随时转为手术治疗。
1.4 疗效评价标准

伴有腹痛。②尿 β-HCG（＋）
，血 β-HCG<2000miu/ml。③阴道

治愈：①腹痛、阴道出血症状消失。②血 β-HCG 连续下降或

超声显示：宫内未见妊娠囊，而一侧附件区探及包块Φ<4cm

下降≥15%，直至转阴。③盆腔包块缩小或消失。失败：①腹痛

无胎心搏动，有或无少量盆腔积液。④肝、肾功能，血常规检

加剧，内出血增多。②血 β-HCG 不下降或升高。③盆腔包块增大。

查无异常。⑤无米非司酮用药禁忌症。⑥要求保守治疗者。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 检验及 x2 检验。

1.3 治疗方法
两组均口服米非司酮片 50mg，q12h，共 5d。第 1 组同时
服用中药煎液，当归 10g，川芎 10g，桃仁 10g，赤芍 10g，丹
参 20g，三棱 10g，莪术 10g，天花粉 15g，黄芪 20g，连服 10d。

2

结

果

2.1 治疗效果

第 2 组单用米非司酮片方法同第 1 组。治疗期间卧床休息，严

第 1 组的有效率为 80%，第 2 组的有效率为 60%，P<0.05

密观察血压、脉搏、腹痛、阴道出血及腹腔内出血情况，每 3d

两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米非司酮联合中药治疗组疗效优于

复查血 β-HCG 直至正常或接近正常，每周复查阴道彩超、血

单纯应用米非司酮治疗组。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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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n

治愈

失败

第1组

25

20

5

第2组

25

15

10

合计

50

35

15

2.2 血 β-HCG 转阴时间

性孕酮竞争结合受体，产生较强的抗孕酮作用，使妊娠绒毛组

第 1 组治疗成功的 20 例中血 β-HCG 恢复正常时间 10～

织及蜕膜变形，内源性前列腺素释放，促使血清促黄体生成素

30d，平均为 20.5d；第 2 组治疗成功的 15 例中血 β-HCG 恢复

下降，黄体萎缩，使胚胎死亡而发生流产[4]。同时加用中药当

正常的时间为 14～38d，平均为 26.5d，经检验 P<0.05 两组间

归、川芎、桃仁、赤芍、丹參活血化瘀，杀死胚胎，促进包快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吸收；莪术、三棱行气活血、消淤散结，莪术还具有抗早孕抗

2.3 包块消失时间

着床的功效；天花粉杀死胚胎，终止妊娠，促进胚胎组织变性

第 1 组治疗成功的 20 例中，包块消失时间为 28～45d，平

吸收；黄芪益气补气，提高机体免疫力，加强机体抗病能力，

均为 35d；第 2 组治疗成功的 15 例中，包块消失时间为 35～

使包快吸收。本结果显示：第 1 组比第 2 组治疗效果好，成功

56d，平均为 46d，经检验 P<0.05 两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率高，可能与中药的应用有一定的关系。总之，我们采用米非

3

讨

司酮配合中药治疗输卵管妊娠在杀胚的同时，活血化瘀、消癥

论

散结，促进包块吸收，疗效确切，值得推广。

异位妊娠是妇科较常见的急腹症，其发生率在我国存在逐
年上升趋势，现在 100 次妊娠中大约 2 例即为异位妊娠，其中

参考文献：

90%为输卵管妊娠，随着快速敏感的 β-HCG 检验技术及高分辨

[1]王淑玉,使用妇产科治疗规范[M].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51

率阴道彩色超声多普勒的应用，使 80%的异位妊娠在未破裂前

[2]乐杰,妇产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05-110

得到诊断。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为临床药物保守治疗创造了条

[3]王爱斤,岳晓燕,周应芳.异位妊娠诊断研究进展[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

件[3]。

2003,7(4):309-311

米非司酮在目前药物保守治疗输卵管妊娠中比较常见，疗
效也得到了肯定，而祖国传统中医学认为，输卵管妊娠属血淤

[4]张艳.米非司酮药物治疗与继发妊娠产后出血的研究[J].中国实用妇科与
产科杂志,2008,24:351-353

少腹，不通则痛的实症。治疗杀胚消癥，活血化瘀为原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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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司酮为高效孕酮拮抗剂，具有甾体结构，在分子水平与内源
（上接 74 页）
2

结

应，减轻神经受压，有利于神经恢复。但同时应注意激素的副

果

作用，复方地龙胶囊现代研究有改善循环作用，可预防股骨头

表 1 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 [n（%）]

坏死，一药多能。我们经长期临床实践证明复方地龙胶囊联合

组别

人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27（67.5）

12（30.0）

1（2.5）

97.5

对照组

40

19（47.5）

11（27.5）

10（25.0）

75.0

经 28d 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 97.5%，对照组总有效率
75.0%，以总有效率进行比较时发现：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

西医常规改善急性面神经炎，疗效确切，可使患者早日康复。
参考文献：
[1]姜海燕.面神经炎规范化治疗[J].中外健康文摘,2011,8(10):189
[2]贾建平.神经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335-336
[3]家桥,刘其强,史小红.实用周围神经病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1:

。
高于对照组（x2=8.54，P<0.05）

273-276

3

讨

论

[4]李力,张金龙,刘蓉梅.复方地龙胶囊组方与制备工艺研究.药学进展[J].

面神经炎，即周围性面瘫，祖国医学称之为“口僻”
、
“真

2000,24(6):358-359

中风”
、
“口眼歪斜”
、
“吊线风”等。
“高巅之上，唯风可到”，

[5]李卫国.糖皮质激素在急性面神经炎定位治疗中的运用.医学综述[J].2011,

本病急性期多为正气不足，脉络空虚，风邪乘虚侵袭面部脉络，

17(22):3495

以致筋肌失于濡养所致。复方地龙胶囊[4]是在古方“补阳还五

作者简介：

汤”的基础上加减而成，由地龙、川芎、黄芪、牛膝等四味药
组成，其中地龙有活血化瘀，善于通络之效，川芎有活血行气，
祛风止痛的作用，黄芪具有祛瘀行气通络之功，牛膝有活血散
瘀，补肝肾，强筋骨之功效，四药组成发挥其益气活血，化瘀
[5]

通络之效，肯中病机。早期应用糖皮质激素 抑制组织炎性反

白晓辉（1984-），男，汉族，河南灵宝人，河南中医学院研究生学院
在读研究生，专业方向：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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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补肾法治疗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 87 例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7 cases of senile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by the Wenyang Bushen method
王新革 李爱梅
（河南省新乡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323.3+3

文献标识码：A

新乡，453003）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77-02

【摘 要】 目的：观察温阳补肾法治疗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方法：174 例病人被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87 人。
试验组采用温阳补肾法进行治疗，对照组单独取用患侧下肢穴位。结果：治疗后试验组总有效率 90.8%；对照组总有效率占 66.7%。
试验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温阳补肾法治疗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无毒副作用、创伤
小，痛苦小，疗效高，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 温阳补肾法；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Wenyang Bushen therapy on treating senile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Methods: 17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87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acupunctured only on
the lower limbs acupoints on the broken sid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Wenyang Bushen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0.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6.7%. Conclusion: Wenyang Bushen therap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senile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Keywords】 Wenyang Bushen therapy; Senile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6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常见多发病，在老年人中也有一定

岁，平均年龄（73.2±3.5）岁，病程最长 7 年，最短 1 年，平

的发病率，笔者采用温阳补肾法治疗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 87

均病程（3.1±2.1）年，其中 L34 突出者 10 例，L45 突出者 36

例，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例，L5S1 突出者 30 例，两个及三个椎间盘同时突出者 11 例；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对照组男性 38 例，女性 49 例，年龄最大 82 岁，最小 70 岁，
平均年龄（72.8±3.7）岁，病程最长 6 年，最短 1.5 年平均病
程（3.3±1.4）年，其中 L34 突出者 12 例，L45 突出者 33 例，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①有腰部外伤、慢性劳损

L5S1 突出者 32 例，两个及三个椎间盘同时突出者 10 例，两

或感受寒湿史，大部分患者发病前有慢性腰痛史；②腰痛向臀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病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部及下肢放射，腹压增加如咳嗽、喷嚏时疼痛加重；③腰椎生

（P>0.05）
。

理曲度减小或消失，部分患者伴有脊柱侧弯，病变部位椎旁有

1.4 治疗方法

压痛，并向下肢放射，腰活动功能受限；④下肢受累神经支配

1.4.1 试验组

区有感觉过敏或迟钝，病程长者伴有肌肉萎缩，直腿抬高试验

采用温阳补肾法进行治疗。患者俯卧位取命门、百会两穴，

或加强试验阳性，膝腱、跟腱反射减弱或消失，拇趾背伸肌力

局部皮肤常规消毒，取用一寸毫针，命门直刺，得气后用捻转

减弱；⑤经 CT 检查明确诊断。

补法行针 2min；百会穴针尖向前平刺，用捻转补法行针 2min，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留针 10min，起针后，命门穴艾条温和灸 15min。然后患者采

1.2.1 纳入标准

用侧卧位，患侧在上，取环跳、承扶、风市、委中、阳陵泉、

①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②能耐受针刺治疗，不

足三里、承山、悬钟、昆仑，局部常规消毒，选用 1～3 寸毫

晕针者。

针直刺，平补平泻，得气后留针 30min，每 10min 行针一次。

1.2.2 排除标准

1.4.2 对照组

①有严重传染病及严重心脑疾病者；②有糖尿病及出血倾

单独取用患侧下肢穴位，选穴与手法与试验组相同，两组

向者；③对针刺存在恐惧心理不能配合治疗者。

均治疗 20 次。

1.3 一般资料

1.5 疗效评价标准

选用 2007 年 8 月～2010 年 7 月就诊的患者，共 174 例，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①治愈：腰腿痛消失，能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87 人。

恢复正常生活；②好转：腰腿痛减轻，腰部活动功能改善；

其中试验组男性 35 例，女性 52 例，年龄最大 91 岁，最小 70

③未愈：症状体征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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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统计学方法

气，升阳举陷，二穴配伍使阳气得以振奋，肾阳温煦作用得以

计量资料样本均数两组间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两样本

恢复，再辅以下肢穴位疏通经络，使气血通畅而诸证消失。

率的比较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010-59431886

结

临床疗效表明，温阳补肾法治疗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无
毒副作用、创伤小，痛苦小，疗效高，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果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后试验组 87 例，治愈 52 例，占

参考文献：

59.8%好转 27 例，占 31%，未愈 8 例，占 9.2%，总有效率 90.8%；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

对照组 87 例，治愈 28 例，占 32.2%，好转 30 例，占 34.5%，

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01-202

未愈 29 例，占 33.3%，总有效率占 66.7%。试验组总有效率明

[2]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editor. Industrial standard for Chinese of P.R. China-Diagnostic efficacy

3

讨

standard of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M].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论

Press ,1994:201-202

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治疗时，多采用牵引、推拿等综合
治疗，但老年人由于体质原因，往往不能采用以上治疗。笔者

作者简介：

在治疗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时，考虑到年老之人，命门火衰，

王新革，通讯作者。

下元虚寒，温煦失司而致腰腿痛，命门、百会为督脉穴位，督
编辑：赵玉娟

脉为阳脉之海，统领全身气血，且命门温阳补肾，百会鼓舞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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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渗湿方治疗脾虚湿困型分泌性中耳炎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secretory otitis media of splenasthenic hygrosis
type by Jianpi Shenshi recipe
卢健敏 1 黄桂锋 2 凌珍美 2
（1.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泉州，362000；2.泉州市中医院，福建 泉州，362000）
中图分类号：R322.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78-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健脾渗湿方治疗脾虚湿困型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 30
人。对照组口服头孢拉定、沐舒坦片，并对患耳施行鼓膜穿刺术，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健脾渗湿方。结果：用药 2 周后，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87.5%，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81.08%，两者有限制性差异（P<0.05）
；用药 2 个月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80%，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5.67%（P<0.05）
。结论：健脾渗湿方可改善脾虚湿困型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效果。
【关键词】 健脾渗湿方；分泌性中耳炎；脾虚湿困型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Jianpi Shenshi recipe on treating secretory otitis media of splenasthenic
hygrosis type.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orally given
Cefradine and Ambroxol combined with auripunctur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Jianpi Shenshi recipe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87.5% and 81.08% respectively after 2 weeks’ treatment,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0.05).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80% and 75.67% respectively
after 2 months’ follow-up visit,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0.05). Conclusion: Jianpi Shenshi recip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on secretory otitis media of splenasthenic hygrosis type.
【Keywords】 Jianpi Shenshi recipe; Secretory otitis media; Splenasthenic hygrosis typ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7
分泌性中耳炎（SOM）是以中耳积液、传导性听力下降为
主要特征的中耳的非化脓性的炎症性疾病。本病是听力下降的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来源

最常见原因，冬春季多见，尤其好发于儿童。属祖国医学“耳

选自 2011 年 3 月～2012 年 6 月就诊于我院耳鼻喉科门诊

胀”
、
“耳闭”范。近年我们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治疗本病，疗

患者 60 例，治疗组 30 例 40 耳，对照组 30 例 37 耳。18 岁≤

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受试者年龄≤60 岁；病程在 2～24 周之间。两组的年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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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病程及纯音听阈检查、声阻抗检查进行统计学分析（P

10g，路路通 10g，黄芪 20g。服用方法：以上药材由我院中药

均>0.05）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房提供，1 剂/d，水煎服（500ml 水，煎取 300ml 药液，早晚

1.2 病例选择标准

饭后 30min 各温服 150ml）
；口服头孢拉定 0.25g/次，3 次/d；

参照卫生部规划 7 年制临床医学教材《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口服沐舒坦片 30mg/次，3 次/d；对患耳施行鼓膜穿刺术，抽出

[1]

学》 及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耳鼻

鼓室内积液，再注入由 α-糜蛋白酶 4000U 与醋酸泼尼松龙注射

咽喉科学》拟定[2]。脾虚湿困型分泌性中耳炎：多有外感病史

液配液 0.5ml，每周 1 次。

或起病隐匿，病程 2 周以上，耳内胀闷堵塞感，听力减退，自

2.2 对照组

听增强，耳鸣可伴有胸闷腹胀纳呆，头昏，肢倦乏力，面色不

在治疗组治疗方案中减用中药。

华，舌淡苔腻，脉细滑。检查鼓膜内陷，锤骨短突外凸。鼓室

两组均治疗 2 个疗程，每个疗程 7d，两个疗程结束后随诊

积液时，鼓膜失去正常光泽，呈淡黄、橙红或玻拍色，透过鼓

2 个月。

膜可见液平面。纯音听阈测试：多为传导性聋，程度不一，部

3

分表现为混合性聋；声导抗测试示鼓室压图为 B 型或 C 型。
2

治疗结果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拟定。①治愈：听力达

治疗方法

正常水平或恢复至发病前状况。②显效：听力水平提高）10dB，
但自觉听力水平未恢复至发病前状况。③有效：听力水平提高

2.1 治疗组
口服健脾渗湿方，方药组成：人参 10g，炒扁豆 15g，白

<15dB，症状、体征均有改善。④无效：听力水平无提高，症
状、体征无缓解。结果见表 1 和表 2。

术 15g，茯苓 15g，薏苡仁 20g，桔梗 10g，桂枝 10g，石菖蒲
表 1 用药 2 周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患耳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14

14

7

5

87.5

37

12

10

8

7

81.08

组别

患耳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12

13

7

8

80

37

11

8

9

9

75.67

对照组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表 2 随诊 2 个月疗效比较

对照组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4

讨

论

石菖蒲、路路通芳香化浊，利水渗湿，通络开窍；桔梗祛痰排

SOM 是听力下降的最常见原因，并且增加中耳炎急性发
作的危险，婴幼儿期发生 SOM 直接影响在言语发育过程中获
得必要的言语信息，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甚至造成终身的影
响。SOM 还能引起中耳粘连、鼓膜萎缩硬化、鼓室硬化等[4]。
SOM 病因复杂，主要与咽鼓管功能障碍、感染、免疫有关。
清除中耳积液，改善中耳通气引流功能，以及病因治疗为本病
的治疗原则[5]。临床上多采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抗组胺药、
局部用粘膜血管收缩剂滴鼻及鼓膜穿刺术、鼓膜置管术等。治
疗有一定疗效，但由于周期长，又有一定副作用，且其侵袭性
的疗法给临床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SOM 属中医学“耳胀”、“耳闭”范畴。干氏认为：本病
主要是痰湿积聚鼓室所致。脾主运化水湿，又为生痰之源。脾
胃虚损，运化失司，于是水谷精微不能正常运化，聚湿成痰。
耳为清窍，宜“虚”而忌“实”。痰浊流注耳窍，则窍即失去

脓，宣肺利气，载诸药上行。诸药合用共凑健脾利湿，化浊通
窍之效，以达到治疗的目的。通过本实验我们发现在西医治疗
基础上加用中药治疗效果更佳，充分显示了中医药治疗 SOM
的价值。但健脾渗湿方治疗本病的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孔维佳.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2]王士贞.中医耳鼻咽喉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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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4]Takahashi H, Honjo I, Fujita A, Endoscope findings at the Eustachian tubeinOtitis
media with effusions. Eur Arch otorhino laryngel,1996,253(1-2):42-46
[5]黄选兆,汪吉宝.实用耳鼻咽喉科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842-843
[6]干祖望.干氏耳鼻咽喉口腔科学[M].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6]

“空清”特色。自然闭、闷、胀、鸣、聋等聚集而来 。治宜
健脾利湿、化浊通窍。健脾渗湿方由参茯白术散加减而成，方

卢健敏（1976-），女，医学硕士，讲师，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
药基础及临床研究。

中以人参、黄芪、白术益气健脾；炒扁豆、茯苓、薏苡仁健脾
渗湿；桂枝温阳利水能温通心、脾、肾之阳气而消痰饮水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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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喘宁胶囊联合氨茶碱治疗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稳定期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OPD with Kechuanning capsules and
aminophylline
谢丹妮 刘延祯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R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80-02
【摘 要】 目的：探讨咳喘宁胶囊联合氨茶碱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稳定期的疗效。方法：64 例 COPD 稳定期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氨茶碱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用咳喘宁胶囊治疗。观察两组临床疗效、肺
功能结果。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90.63%，对照组为 75.0%，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治疗后联用咳喘宁胶
囊治疗组患者症状及肺功能改善结果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在氨茶碱治疗基础上联用咳喘宁胶囊治疗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稳定期，能明显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咳喘宁胶囊；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Kechuanning Capsule (KCNC) combined with Aminophylline on treati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Methods: 6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2 groups: the KCNC group (n=32), treated with
KCNC plus aminophylline, and the control group (n=32), treated with aminophylline alon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pulmonary function
were det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the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0.63%,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5%,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0.05). The symptoms and improvements of lung in the KCN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the control group (P<0.05 ).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Kechuanning Capsules (KCNC),
Aminophyllin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s clinical efficacy 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Key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Kechuanning capsule;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8
笔者自 2011 年临床实习观察，采用氨茶碱治疗基础上联
用咳喘宁胶囊治疗 COPD 稳定期患者 32 例，能明显提高临床
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分期及分级标准
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1]中 COPD 稳定期的
相关标准。
1.2 一般资料
选择近 1 年内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的 I～II 级 COPD
稳定期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2 例，男 20 例，
女 12 例；年龄 41～82 岁，平均年龄（58.23±3.24）岁；病程
3～41 年，平均病程（16.21±3.012）年；病情分级 I 级 22 例，
II 级 10 例。对照组 32 例，男 18 例，女 14 例；年龄 39～81
岁，平均年龄（57.76±3.32）岁；病程 4～40 年，平均病程（16.79
±2.43）年；病情分级 I 级 23 例，II 级 9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口服氨茶碱片剂，0.1g/次，3 次/d，疗程 8 周。
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咳喘宁胶囊（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制剂室制）
，4 粒/次，3 次/d，疗程 8 周。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参照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拟定。临床痊愈：治疗后症
状基本消失；显效：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有效：治疗后症状
改善；无效：未达到有效标准或病情加重。
3.2 观察肺功能指标
使用 Multi-functional SpirometerHI-801 肺功能仪测定治疗
前 后 第 1s 用 力 呼 气 量 （ FEV1 ）、 用 力 肺 活 量 （ FVC ）、
FEV1/FVC%。
3.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x2 检验和 t 检验，全部资料均采用 SPSS13.0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3.4 结果
3.4.1 临床疗效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显效 21 例，有效 8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0.63%。对照组显效 17 例，有效 7 例，无效 8
例 ， 总 有 效 率 75.0% 。 两 组 总 有 效 率 比 较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P>0.05）
。
3.4.2 肺功能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变化比较见表 1，治疗后两组 FEV1、
FVC、FEV1/FVC 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治疗组改善程度较对照
组更为明显。
（下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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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例缺血性脑卒中中医治疗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2 cases of cerebral arterial thrombosis in TCM
彭园国
（湖南邵阳隆回县中医医院，湖南 隆回，422200）
中图分类号：R74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81-02
【摘 要】 目的：观察缺血性脑卒中运用中医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124 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分为两组，A 组（62 例）
予中医综合治疗，B 组（62 例）予西医综合治疗，并予以观察分析。结果：A 组总有效率（90.3%）高于 B 组总有效率（75.8%）
结论：中医综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临床效果良好，为缺血性脑卒中提供了一种安全、高效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中医综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combined therapy in treating cerebral arterial thrombosis. Methods:
12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Group A was given TCM combined therapy, while group B
was given modern combined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75.8%. Conclusion: TCM
combined therapy had good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cerebral arterial thrombosis.
【Keywords】 TCM combined therapy; Cerebral arterial thrombosis;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49
缺血性脑卒中是因局部脑组织突发缺血所致的以神经功

三里、涌泉穴等及下患肢肌肉。针灸、推拿均 1 次/d，1 个月

能障碍为主要症状和体征的疾病，占全部脑卒中的 60%～

即 1 个疗程。
1.2.2 B 组予西医综合治疗。将 10u 巴曲酶加入到 0.9%NaCl 溶

[1]

70% 。该病具有发病高、易复发、危害重、治疗难等特性，
严重危害人们尤其是中老年人的生命及健康，给患者及家属带
来严重的精神上及经济上的压力。对缺血性脑卒中治疗的观察
与探究备受医学者的关注。笔者运用中医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进行全面综合治疗，效果良好，总结如下。

液 100ml 中静脉滴注，隔天 1 次，用 3d；20ml 小牛血去蛋白
提取物加入到 5%Glucose 溶液 250ml 中静脉滴注，1 次/d，30d
即 1 个疗程。
1.3 评分标准

临床资料

痊愈：NIHSS 评分下降>90%，预后无病残；显效：NIHSS
评分下降>45%且≤90%，预后有轻度病残；有效：NIHSS 评

1.1 一般资料

分下降>18%且≤45%，预后有轻度/中度病残；无效：NIHSS
评分下降 ≤18%，患者死亡或预后有中度/重度病残。

1

从 2010 年 7 月～2012 年 2 月在我院诊治的缺血性脑卒中
病患里，选其中 124 例在 24～72h 发病的病患为观察对象，且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运用 SPSS11.0 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x2

[2]

均根据《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确诊 。A 组，男（38 例）
女（24 例）比例为 1.58∶1；年龄 38～78 岁；26 例脑栓塞患

检验，P<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者，22 例脑血栓患者，8 例腔隙性出血性脑梗死患者，6 例多

2

结

果

发性出血性脑梗死患者。B 组男（36 例）女（26 例）比例为
1.38∶1；年龄 39～80 岁；24 例脑栓塞患者，20 例脑血栓患者，
10 例腔隙性出血性脑梗死患者，
8 例多发性出血性脑梗死患者。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
1.2 方法
1.2.1 A 组予中医综合治疗，根据疾病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
治疗措 施。急 性期 予静滴 中 药：将 200mg 血 塞通 加入 到
5%Glucose 溶液 250ml 中，600mg 葛根素加入到 5%Glucose 溶
液 250ml 中静滴，1 次/d，并依据各患者的不同症状体征予以
对症支持治疗。恢复期予针灸推拿：针灸时，以三阴交、内关

2.1 治疗结果
A 组和 B 组痊愈、显效、有效、无效例数分别为：12 例、
28 例、16 例、6 例和 8 例、20 例、19 例、15 例，A 组总有效
率（90.3%）高于 B 组总有效率（75.8%）
。
2.2 统计分析
A、
B 两组治疗前与治疗后的 NIHSS 及 QLI 的评分比较
（见
表 1）
。
表 1 A、B 两组治疗前后 NIHSS 与 QLI 的评分变化情况（ x ± s ，分）
组别

及水沟为针灸的主穴，以尺泽、极泉及委中为针灸的辅穴。推
拿时，头颈部的推拿包括①按揉百会穴、印堂穴、囟会穴、人

A 组（n=62）

中穴、太阳穴等及头面部肌肉；②推拿天柱穴、肩井穴、廉泉
穴、风池穴、哑门穴等及肩颈部肌肉；③捏拿督脉、大肠经、

B 组（n=62）

膀胱经、三焦经及斜方肌。胸部的推拿主要按揉天枢穴、华盖
穴、中脘穴、玉堂穴、膻中穴、气海穴等及胸腹部肌肉。腰背
部的推拿主要拿捏膀胱经、督脉及腰方肌、竖脊肌，上肢的推
拿主要按揉手三里、天府穴、外关穴、曲泽穴、合谷穴、内关
穴等及上患肢肌肉，下肢的推拿主要按揉委中穴、血海穴、足

治疗时间段

NIHSS

QLI

治疗前

6.68±3.47

34.69±13.01

治疗后

●

2.49±2.80

◆●

治疗前

7.12±3.27

治疗后

4.42±2.15

◆

24.52±13.11

◆●

35.26±12.98
30.65±13.12

◆

◆

注：与 B 组比较， P< 0.05；与治疗前比较， P< 0.05。

3

讨

论

缺血性脑卒中是由局部脑组织突发缺血所致，常发于夜间
静息熟睡时，患者次日清辰发现神经功能障碍等症状。该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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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于糖尿病、高血压病、冠心病、高脂血症、脑动脉硬化等

内氧自由基浓度等作用[5]。此外针刺推拿可改善血液循环，从

慢性疾病之后，饮食失调、过度疲劳、情绪过激等常可诱发缺

而起到增加脑部血供与氧供的作用[6]。

血性脑卒中。因此在治疗上不但要对症治疗，还应控制诱因、
治疗原发疾病，从源头防治疾病。

本文通过观察缺血性脑卒中运用中医治疗的临床效果。并
与西医综合治疗相比较。统计分析结果得知 A 组总有效率

西医主要通过抗凝、溶栓、扩血管及改善血液循环、保护

（90.3%）高于 B 组总有效率（75.8%）
，可见中医综合治疗缺

脑细胞、增加血氧供应等治疗，并根据各患者合并症的不同，

血性脑卒中临床效果良好，为缺血性脑卒中提供了一个安全、

予以对症支持治疗，如对合并糖尿病者降血糖，对合并冠心病

高效的治疗方法。

者扩冠，对合并高血压病者降血压。但由于西医治疗具有时限
性及高风险性，使得一些患者的治疗效果不良或预后不佳。
因缺血性脑卒中起病急骤、进展迅速，似风之善行数变，

参考文献：
[1]方广惠.脑卒中急性期中医治疗进展[J].中国中医急症,2009,16(4):492

故中医以“中风”命名。中医认为，其主要病因为气血失调、

[2]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

血瘀痰阻、阴虚阳亢，主要诱因为饮食不当、疲乏劳累、忧思

经科杂志,1996,29(6):379-380

恼怒等，主要症状为猝然昏倒、不知人事且伴口眼歪斜、语言

[3]刘雪君,王晓萍,李妍怡.中风膏治疗缺血性脑卒中 54 例临床观察[J].甘肃

不畅、半身不遂 。其病理机制为将息失宜，虚邪入侵，营卫

中医,2011,24(4):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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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慧.血塞通合用清开灵注射液治疗脑梗塞急性期临床观察[J].中医药学刊,

气虚血瘀则痰阻脉络，而致缺血性脑中风。故治疗当以活血化

2010,2(6):59

瘀之法固本培元，并对症治疗。本文治疗方法中以血塞通及葛

[5]王静芳,董晓英.葛根素注射液治疗急性缺舡性卒中临床观察[J].实用中医

根素静滴，血塞通可降低钙含量、扩张脑血管、减缓脑水肿从

内科杂志,2009,22(9):66

[3]

而保护脑组织，并可通过抗血小板聚集、降低血黏度从而活血
[4]

化瘀。有研究表明 ，急性脑中风运用血塞通治疗的有效率在

[6]李军,李妍,卞金玲.“醒脑开窍”针刺法的理论内涵-石学敏院士学术思想浅
析之一[J].针灸临床杂志,2009(6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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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抗血栓形成，并具有扩张血管，改善脑部血液循环，降低体
（上接 80 页）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变化比较（ x ± s ）
组别

FEV1（L）

治疗组

治疗前

1.7134±0.1652

治疗后

2.1643±0.2106

治疗前

对照组

治疗后
△

▼

FVC（L）
3.5986±0.2816

▼

3.8217±0.1032

1.7242±0.1751
1.9179±0.2172
☆

FEV1/FVC（%）

▼

3.5235±0.2119

▼★

3.6807±0.1932

△☆

0.5419±0.0427
0.6894±0.1021

▼

0.5427±0.1067
0.6279±0.05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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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讨

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
慢性肺部疾病。该病发病时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
展，该病包括气流阻塞的慢性支气管炎、肺实质破坏的肺气肿、
肺弹性下降和小气道闭塞等多种病变。因发病时肺功能进行性
减退，导致其患病率及病死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力和生
活质量，故降低其发作频率和严重程度是治疗 COPD 的重要目
标。中医学认为，COPD 属“咳嗽”
、
“肺胀”、
“喘证”等范畴，
临床上以咳嗽、咯痰、气短、胸闷等为主症，本病的发生多由
久病肺虚，痰饮蕴肺，每于再感外邪诱发加重。本病病因病机
涉及多个脏腑，气阴两虚证型为临床常见，其病机为：肺病日
久气虚，一则宗气化生不足；二则肺失宣肃，气不化津，最终
致全身脏腑之气亏虚。同时，肺病则气机不畅，痰浊内生，久
蕴化热，灼伤阴津，而致气阴两虚。咳喘宁胶囊以清热化痰，
润肺止咳平喘为治则，该方以烈香杜鹃为君药，以止咳、祛痰、
平喘；以黄芩、浙贝、百部为臣药，黄芩苦寒，善清肺热，浙
贝长于清化热痰，降泄肺气，百部甘苦，擅于润肺止咳，三药

相伍，达到既可清肺，又可润肺之功效，配合君药，共奏止咳、
祛痰、平喘之功。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肺病日久，
津液不布，内有郁结之痰，复感外邪，肺气郁闭，血行无力，
积而为瘀，以致痰瘀互结，故佐以莪术以破血行气化瘀，久病
肺虚及肾，肾阳为诸阳之根，能资助肺阳，且肾主纳气，故佐
以淫羊藿以补肾壮阳，纳气平喘。诸药配伍，共成清热化痰，
润肺止咳平喘之剂，对 COPD 稳定期具有良好的疗效。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
指南[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7,30(1):12-14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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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润肠通便汤治疗便秘的诊疗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onstipation with the self-made
Runchang Tongbian decoction
常志利
中图分类号：R256.35

文献标识码：A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河南 安阳，455112）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83-01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自拟润肠通便汤治疗便秘的诊疗体会，疗效满意，值得推广。
【关键词】 便秘；润肠通便汤
【Abstract】 The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onstipation with the self-made Runchang Tongbian decoction was talked about this article.
The decoction has a satisfactory effect,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Keywords】 Constipation; Runchang Tongbian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0
慢性功能性便秘是临床常见病，以大便秘结不通，排便时

案例：患者乙，女，65 岁，2007 年 10 月 16 日前来就诊，

间延长或欲大便而艰涩不畅为其特征。近年来，我们根据临床

述大便秘结已有 8 年，3～4d 一行，大便干结，艰涩难下，伴

上 200 例便秘病人的研究分析，把常见的便秘大致分为三类，

腹胀纳差，头晕目眩，心悸，查唇舌稍红，脉细涩，曾多次服

并总结了“润肠通便汤”
（何首乌、当归、黄芪、大黄、枳实、

用果导片等药，效果不好，按证凭脉，应当属阴血不足，肠胃

木香、沉香、芍药、杏仁、桃仁）治疗慢性功能性便秘，治愈

积热，给予润肠通便汤三付，3d 后，患者大便即通，余症亦减，

率在 90%左右，而且疗效巩固，现将临床运用“润肠通便汤”

嘱其继续服用，并嘱其养成按时排便习惯。半年后随访，患者

的若干体会，简述如下。

便秘已正常。

1

素体阳盛、肠胃积热

3

临床常见凡阳盛之体，恣饮酒浆，过食辛热厚味或热病之

情志失和、气血瘀滞
如果常忧愁，思虑过度，情志不舒，或久坐少动，或久咳

后，余热留恋等以致肠胃积热、津液耗伤、燥热成实则便秘不

气逆，或术后肠道粘连等，皆可导致胃肠气机郁滞，气行不畅，

下。《医学正传•秘结论》载：“饮食失节或恣饮酒浆，饮食之

不能宣达，通降失常，糟粕内停，传导失职，而成便秘。《金

火起于脾胃，以致火盛水亏，津液不生，故传道失常，渐成结

匮翼》载：
“气秘者，气内滞而物不行也。
”犹如河床不畅，则

燥之症”。润肠通便汤中大黄性寒，泻火清热，釜底抽薪，杏

舟樯不得通行，法应疏肝降气，活血化瘀。润肠通便汤中，木

仁降气润肠，芍药养阴和里，枳实行气除满以助之，则标本兼

香调气，陈香降气，大黄、枳实破气行滞，桃仁、杏仁活瘀润

治，使内热除，津液足，舟樯行，便秘除。

肠通便，舟樯行驶无窒滞之患，则便秘自除。

案例：患者甲，男，36 岁，2008 年 6 月 20 日前来就诊，

案例：患者丙，女，48 岁，2009 年 5 月 5 日前来就诊，

平时喜饮酒，喜食辛辣之物，患便秘已有 3 年，大便 3～4d 一

述便秘已 4 年，大便干燥，4～5d 一行，后重窘迫，欲便不得，

行，大便干结，有时便中带鲜血，考虑并发痔疮，伴腹胀腹痛，

嗳气频作，胸肋痞满，腹胀纳差，有时腹中胀痛，舌苔薄腻，

口干口臭，面红身热，心烦易怒，舌质红，苔黄燥，脉滑数，

脉弦。求医多年未能根治，给予润肠通便汤，3d 后，诉症亦减

常服用牛黄解毒片、三黄片等药，停药后则诸症依然，中医辨

轻，继续服用，以求巩固疗效。

证为肠胃积热，阴津亏虚，给予润肠通便汤三付，2d 后，大便
干结减轻，嘱其继续服用，并戒食辛辣刺激之物，多食瓜果蔬
菜多运动。半年后随访，大便已正常。
2

阴血不足，肠道失调
祖国医学认为：饮食内伤、久病、产后或年高体虚之人；

4

结

语

中医学认为，慢性功能性便秘一证病因很多，病理演变亦
有不同，然肠胃积热，阴血不足，气血瘀滞在临床上最为常见，
且常相互夹杂，互为因果。故治当通腑泻热，滋养阴血，降气
化瘀，润肠通便并举，方能显效。润肠通便汤组方全面，综合

或过用汗，利之品，或劳役过度，房室劳倦等，皆可致阴津不

体现了上述治则，自可获取很好之效。又因祛实寓于滋养之中，

足，血液亏虚。气虚则大肠传导无力，阴血亏虚，不能滋润大

从本图治，故远期疗效满意。

肠，使肠道干涩，致大便干燥，甚至秘结不通，故气亏血虚是
便秘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明秦景明《症因脉治•大便秘结论》
载：“久病伤阴，阴血亏损，高年阴耗，血燥津竭，则大便干
而秘结，若血中伏火，煎熬真阴，阴血燥热，则大便亦闭结。”

作者简介：
常志利，学历：大专；技术职称：中医医师；工作单位：河南省安阳
市安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润肠通便汤中之生首乌、当归、桃仁，滋养阴血，润肠通便，
可使肠道阴血充足，燥结得润，便秘得除，此乃治本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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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葛解肌汤加减治疗外感发热 100 例
Treating 100 cases of exogenous fever with the Chaige Jieji decoction
杨兴良 1 杨 蔚 2 胡再萍 1
（1.四川省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四川 凉山，615000；2.成都中医药大学 2008 级中西医 2 班，四川 成都，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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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柴葛解肌汤加减治疗外感发热的临床疗效。方法：对外感发热患者予柴葛解肌汤加减进行治疗。结果：
治愈 78 例，显效 15 例，好转 7 例，总有效率 100%。结论：柴葛解肌汤加减治疗外感发热，疗效显著。
【关键词】 外感发热；柴葛解肌汤；中医药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exogenous fever with Chaige Jieji decoction. Methods: To treat
exogenous fever with the Chaige Jieji decoction. Results: 78 cases were cured, 15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7 cases improve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100%. Conclusion: Treating exogenous fever with Chaige Jieji decoction has an obvious effect.
【Keywords】 Exogenous fever; Chaige Jieji decoction;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1
外感发热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我们以明代陶华柴葛解
肌汤加减治疗，疗效显著。现选取近期病例 100 例的治疗情况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随机选取 2011 年 7 月～2012 年 4 月门诊病 100
例，其中男性 57 例，女性 43 例；年龄最小 4 个月，最大 78
岁，以 4～18 岁年龄段居多；发热就诊时间最短 6h，最长 13d。
全部病例均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及《实用中医内

2

疗效观察

2.1 疗效标准
参照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制订标准为：
治愈：治疗 72h 内，体温恢复正常，临床症状及阳性体征全部
消失，72h 无反复；显效：治疗 72h 内，体温恢复正常，临床
症状及阳性体征大部分消失，72h 无反复；有效：治疗 72h 内，
体温较前明显降低，临床症状及阳性体征部分消失；无效：治
疗 72h 内，体温未降或升高，临床症状无改善。
2.2 治疗结果
100 例病例中，治愈 78 例，占 78%；显效 15 例，占 15%；

科学》[2]诊断标准：①气候突然变化感受外邪；②起病较急出
现恶寒发热；③多伴头痛、项强、浑身酸痛乏力，有汗或无汗，

有效 7 例，占 7%；无效 0 例。总有效率 100%。

鼻塞咽干、咽痛，干咳少痰，或口渴、恶心、腹痛，脉浮数或

3

洪数。
1.2 治疗方法
以《伤寒六书》柴葛解肌汤为基本方，由柴胡、葛根、
石膏、黄芩、羌活、白芷、白芍、桔梗、甘草、大枣、生姜
组成。以冷水浸泡 30min，煮开后熬煮 15min，煮取三次药汁
混合后分 6 次服，每 2～4h 服药 1 次，慎避风寒、忌生冷香
燥油腻。
加减方法：①寒重身痛无汗之风寒表实者，重用葛根、羌活
加荆芥、防风，减白芍、生姜、大枣。②汗不出而烦渴热彰者，

典型病例
案例：患者甲，女，4 岁，2011 年 7 月就诊。4d 前吃肯德

基后受凉，出现畏寒发热、头身疼痛、不思饮食伴恶心欲吐，
于儿科就诊，T：39℃、WBC：8.7×109/L，诊断感冒，经输
液、抗病毒、抗炎，对症治疗 4d，体温波动在 37.6℃～39.5℃
之间。就诊时诸证同前，精神欠佳，口渴饮冷，3 天未便伴腹
满，舌苔厚腻伴舌中心黄苔，咽部轻度充血、脉浮数。T：38.9℃、
WBC：3.8×109/L。属外感风寒，食阻化热，用柴胡 12g，葛
根 15g，白芷 10g，羌活 10g，黄芩 10g，石膏 15g，青蒿 15g，
法半夏 12g，陈皮 15g，枳壳 12g，榔片 15g，砂仁 6g，甘草

重用葛根、羌活、石膏，加荆芥、防风。③有汗脉浮缓者，去石

5g，1 剂，嘱 2h 服药 1 次，避风寒、口渴时啜鲜米汤。服药 3

膏，加青蒿。④邪入少阳之往来寒热者，去羌活、石膏、桔梗，

次，患儿解先干后溏大便一次，汗出热退、诸证皆除，嘱停后

重用柴胡加青蒿。⑤若表邪渐轻，邪入阳明之经者，原方主之。

服，以生姜、葱白、红糖汤热饮善后。

⑥若汗出发热、烦渴脉洪者，去柴胡、白芷、桔梗，重用石膏加
粳米、知母。⑦若表寒、内热腹满者，去白芍、桔梗，加枳壳、
榔片、莱葫子。⑧若感受温热之邪，发热咽痛，扁桃红肿或化脓
者，去柴胡、白芷，加银花、连翘、马勃、徐长卿。

4

体

会

柴葛解肌汤出自明代伤寒家陶节庵《伤寒六书》，陶氏制
方为“治足阳明胃经受证，目疼、鼻干、不眠、头痛、眼眶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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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来微洪，宜解肌，属阳明经病”。吴谦谓“若用以治三阳合

根据感邪的性质，病位深浅，邪之轻重，寒热多少以及病人的

病，表里邪轻者，无不效也。
”[3]陶氏宗仲景“治太阳为主，兼

体质随证加减。顺手拈来，效如桴鼓。

疗阳明”之葛根汤，而制“治阳明为主，兼疗太阳之柴葛解肌
汤”[4]。其组方特点是合解表清里之法于一体，融寒温之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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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实则有清实热及虚热的双重作用，是一味很好的清热透邪
之品。全方配伍与外感发热的多个病理环节紧密相扣，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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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旗教授治疗小儿癫痫病经验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ZHU Guang-qi for treating children’s epilep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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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癫痫为小儿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之一，是多种病因引起的慢性脑疾病；长期、频繁地发作可损害脑功能，因此该病
成为全球重点防治的神经精神疾病。吾师从医 30 余年，学验颇丰，在治疗小儿癫痫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结出熄风豁痰、补脾肾
等治痫方法，临床疗效显著。
【关键词】 小儿癫痫治疗；辨证论治；名师经验
【Abstract】 Epilepsia is a common disease of children’s systema nervosum, which can cause many kinds of chronic brain diseases
and damage brain function if breaks out frequently. Therefore, it becomes the main prevention and cure mental disorder. Professor ZHU
Guang-qi has worked as a doctor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has abundant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epilepsia. He summarizes several kinds
which has notable efficacy.
【Keywords】 Treatment of children’s epilepsia; Treatment based on pathogenesis obtained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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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旗教授简介
朱广旗，1955 年生，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贵阳中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贵州省名中医，贵州省政府津贴获得者。
现为国家卫生部临床重点中医脑病专科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重点中医脑病学科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十一五”专科专病—“中风病”建设项目学术带头人及国家

仆，不省人事，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移时苏醒，醒后如常人
的一种病症；由于神经元偶然的（爆发性的）过度的和异常的
放电，引起的短暂脑功能障碍，可表现为临床症状、脑电图的
异常改变或二者同时出现[1]。其病常始于幼儿，恐则精却肾亏，
与先天禀赋不足密切相关，《素问•奇病论》曰：“此得之母腹
之时，其母有所大惊，故令子发为巅疾也。”然小儿肝有余，

中医药管理局-苗医苗药治疗慢性疼痛重点研究室主任。现任中

脾常不足，水聚为痰，上逆窍道，致气机升降失调，阴阳之气

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栓病分会副主任委

不相顺接，痰蒙清阳，肾阴亏耗，肝阳亢盛，化热生风，风火

员、世界中联内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联亚健康专业

挟痰，上蒙清窍，神机失控，发为痫病。外感瘟疫邪毒，化热

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常务理事 C、贵州省针灸学会

化火，火盛生风，痰火互结，扰神阻络，亦可发为痫病。小儿

会长、贵州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等。吾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癫痫起病于任何年龄段，但以婴幼儿期最多见，不可避免地影

30 多年，遣方用药颇有特色，擅长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小儿癫痫，

响脑的发育和成熟。总体上，癫痫患儿存在认知缺陷，但不是

疗效显著，笔者有幸随师侍诊，受益颇多，兹就学习经验谈以

所有患儿均出现认知缺陷[2]。目前抗癫痫药物是癫痫治疗的主

下几点粗浅的体会。
2

小儿癫痫概述
癫痫是因气机逆乱、神机失控而致精神恍惚，甚则突然昏

要手段，而 AEDS 对认知功能的损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患者的
生存质量及其对药物的依从性。对身体的危害首先是大脑神经
系统，其次是对人的记忆、运动速度等均有影响，因此其副作
用使治疗不能达到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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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遣方用药

3.1 脾虚痰盛
小儿脾常不足，脾虚生化乏源，失于健运，则升降失司，
清阳不升，浊气不降，聚湿生痰，积痰内伏，痰阻经络窍道，
随风气聚散、胶固难化，使该病缠绵日久，复发难愈，“无痰

加重，频繁发作，尤应注重休止期情志、饮食调节。勿接触嘈
杂环境，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激动，放松心情，缓
解学习生活压力，发掘患儿的健康兴趣爱好，鼓励其多参与有
利于调畅情志的课外活动，养成开朗向上的性格。饮食方面应
避免吃生冷、辛辣、油炸食物。小儿癫痫之病，前人多责之于

不致痫”
，故顽痰内聚成为了小儿癫痫的主要病理因素。症见：

“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所致，故应避免妊娠期妇女受

发作时痰涎壅盛，喉间痰鸣，瞪目直视，神智恍惚，或突然昏

到惊吓，影响腹中胎儿正常发育。

仆，手足抽动，头昏，头痛，纳差，便溏，舌红，苔白腻，脉

4

弦滑。治法：健脾豁痰，开窍醒神。方用涤痰汤合六君子汤加
减：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半夏、石菖蒲；痰多者加瓜蒌、
莱菔子、南星；头痛较甚者加川芎、白芷；便溏、纳差者加薏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11 岁，2011 年 11 月初诊，患儿平素常感头

昏、头痛，1 年前突发昏仆，不醒人事，口吐涎沫，四肢抽搐，

苡仁、神曲、白扁豆、麦芽。

持续约 1～2min 后，可自行缓解。之后每月发作 2～3 次，遂

3.2 肝火亢盛

就诊于省医，作脑电图示：脑部癫痫样放电，诊断为“癫痫”，

小儿肝常有余，风阳内动，肝阳亢盛，化热生风，致气机

予卡马西平、丙戊酸钠治疗，症状稍有缓解，近半年，上诉病

逆乱，肝气不疏，郁而化火，火动生风，煎熬津液，肝筋挛疾，

情未得到有效控制，每月发作 1～2 次，发作前出现头昏痛，

症见：平素情绪急躁，昏仆抽搐流涎，颈项强直，四肢抽搐，

恶心欲呕先兆，记忆力下降，常有情绪低落症状，纳眠差，大

口干苦，眠差，便秘尿黄，舌红，苔黄腻，脉弦滑。治法：清

便干结，呈羊屎状，小便调，舌红，苔白腻，脉弦滑。辨证属

肝泻火，熄风止痉。方用定痫丸合龙胆泻肝汤加减：橘红、半

脾虚肝旺，蒙神闭窍。处方①：黄芪 15g，防风 12g，白术 12g，

夏、胆星、石菖蒲、石决明、钩藤；便秘者加柏子仁、杏仁；

茯苓 15g，甘草 6g，半夏 15g，石菖蒲 15g，钩藤 30g（后下）
，

性情急躁者加郁金、白芍、香附、栀子；眠差者加百合、珍珠

柏子仁 12g，郁金 15g，香附 15g，白芍 15g，珍珠母 20g（先

母；抽搐甚者加地龙、全蝎；口干苦者加炒麦芽、黄芩。

煎）
，酸枣仁 10g，枳壳 12g，6 付，1 剂/d，水煎服 100～200ml，

3.3 肾虚髓空

饭后半小时口服，3 次/d。处方②：天麻 10g，僵蚕 10g，全蝎

小儿肾气不足，神气怯弱，元气未充，髓海空虚失养，易

10g，地龙 10g，蜈蚣 4 条，龙骨 10g，牡蛎 10g，土鳖 10g，

受惊感邪，
《素问·举痛论》曰“恐则气下精却”
，气机逆乱，

打粉吞服。二诊（2011 年 11 月 12 号）
，患者服用前方后，发

精伤肾亏，影响髓海发育，常发痫病，症见：癫痫频发，神情

作一次，持续约 1min，近日头昏头痛有所缓解，情绪稍有不稳，

恍惚，智力逐渐下降，状如痴呆，失神，大便干燥，舌红，苔

纳差，眠可，大便稍干，小便调，舌苔薄白，脉弦滑。处方①：

薄白，脉细数。治法：豁痰开窍，补肾填髓。方用大补元煎加

黄芪 15g，防风 12g，白术 12g，茯苓 15g，甘草 6g，半夏 15g，

减：熟地、枸杞、山茱萸、山药、当归，杜仲、远志、龙骨、

石菖蒲 15g，钩藤 30g（后下）
，柏子仁 15g，瓜蒌 15g，炒麦

牡蛎；神情恍惚者加大枣、合欢皮、珍珠母；智力发育低下者

芽 20g，香附 15g，白芍 15g，石决明 20g（先煎）
，山茱萸 12g，

加枸杞、益智仁。

益智仁 10g，枳壳 12g，6 付，1 剂/d，水煎服：处方②同上。

3.4 善用虫类、贝壳类药物

三诊（2011 年 11 月 19 号）患者服前方后，未有发作，情绪稳

虫类药物具有入络搜风，祛风止痉的作用，能良好的控

定，记忆力稍差，纳眠可，二便调，舌红，苔薄白，脉细滑。

制痫病发作，僵蚕、全蝎、地龙、蜈蚣，龙骨、牡蛎、土鳖

处方①：黄芪 15g，白术 12g，白芍 15g，山茱萸 12g，益智仁

打粉吞服，可有效发挥药性，控制和减轻发作，发挥理想药

10g，枸杞 10g，远志 15g，肉苁蓉 10g，茯神 10g，炒麦芽 20g，

效。

石决明 20g（先煎）
，钩藤 30g（后下）
，枳壳 12g；处方②去天

3.5 调护脾胃

麻。后随症加减治疗，以健脾和胃，补肾益髓为调理，10 个月

小儿常为脾气虚弱，胃气不足，故脾胃化生精微之气得以

未见发作。

充养，则有助于小儿生长发育，疾病的预后、调补都有依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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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珍珠母、酸枣仁、百合、石决明、夜交藤等。
3.7 精神、饮食调理
小儿癫痫常因情志不遂、饮食不节等诱因触动，导致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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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侧柏叶为主治疗咳嗽
Treating cough with Chinese arborvitae leaf
陈志安 吴 芳
（湖北省红安县中医院，湖北
中图分类号：R256.11

文献标识码：A

红安，4384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87-01

【摘 要】 历代本草文献中多记载侧柏叶的止血功效，但笔者通过对民间验方的学习和多年的临床经验，发现侧柏叶还有良
好的化痰止咳的功效。本文列举了几例用侧柏叶治疗各种咳嗽的病例。
【关键词】 侧柏叶；止血；化痰止咳
【Abstract】 Chinese arborvitae leaf was mostly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herbal literature for its hematischesis effect. However, the
author discovered it also had good effect on eliminating sputum and stopping coughing through traditional popular prescriptions and many
years clinical experience. Some of 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were illustrat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Chinese arborvitae leaf; Hematischesis; Eliminate sputum and stop cough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3
侧柏叶临床一般用以止血。历代本草文献很少记载它有化

患者乙，男，5 岁。两天前发热、头痛，经服西药，热已

痰止咳的功效。笔者在学习民间验方的基础上，以本品为主治

退，但咳嗽频作，痰涎不易咳出，鼻塞声重、流清涕，舌淡红，

疗咳嗽，不论寒热虚实，内伤外感，均取得很好疗效，现介绍

苔薄白，脉浮。证属外感风寒，肺气失宣。治以散寒解表，宣

如下。

肺止咳。方用宣肺止咳汤加蜜麻黄 3g、生姜 2 片。服 2 剂，诸

1

治百日咳
笔者于 1990 年得友人惠赐一治百日咳家传验方，其方药

症悉除。
2.2 风热咳嗽
患者丙，男，2 岁。患儿发热（体温 39.6℃）
，咳嗽不止，

为生侧柏叶、百部、麦冬各 9g，炙甘草 3g，水煎服。经临床

声音嘶哑，口千唇赤，舌红，苔薄黄，指纹赤，脉浮数。证属

验证 28 例，皆获痊愈，兹举 1 例。

风热外袭；肺卫失宣。治宜辛凉解表，宣肺止咳。方用宣肺止

患者甲，女，4 岁。1993 年 3 月初诊。患儿咳嗽十余日，
经西医诊断为百日咳，治疗 1 周未见好转，现仍呈阵发性咳嗽，

骇汤加桑叶 6g，薄荷 3g。服 2 剂，热退嗽减，继服 2 剂而愈。
按：侧柏叶，气清香，味苦、辛、涩。苦能降泻以制肺气

夜晚尤甚，咳时面赤，涕泪俱出，时有鸡鸣回声，伴呕吐粘稠

之上逆；辛能宣散以除肺气之壅塞；涩能收敛以收肺气之耗散。

痰涎，痰中带有血丝，食少，大便略千，舌红，苔薄黄，脉浮

一散一收，宣中有降，诚为不可多得的止咳良药。黄宫绣《本

数。此乃感受时行疫气，上犯于肺，肺失清肃。治拟清金润肺，

草求真》谓本品“禀受西金，得阴气最厚，能养阴滋肺”。其

化痰止咳。投土方 3 剂，水煎成约 150ml，分少量多次温服。3

性偏寒，又具凉血、止血之功，即对咳嗽而又见痰中带血者（如

月 15 日复诊：阵发性咳嗽明显见轻，痰中已无血丝，但大便

肺结核咳血、支气管扩张等）亦为首选之品。据此，笔者选用

干结难解。再予原方，水煎兑蜂蜜少许分服，续服。3 剂而愈。

本品为主治疗各种咳嗽，每收良效。如上述之百日咳验方，即

2

治外感咳嗽

以侧柏叶为主药，其味辛能宣肺化痰，涩能敛肺止咳，寒能清
泻肺热，凉血止血；百部润肺止咳，亦为百日咳之良药；麦冬

本地民间习用单味鲜侧柏叶配冰糖炖服，治感冒咳嗽，受

清热养阴润肺；炙甘草既能调和诸药，又能润肺止咳。药味虽

此启示，笔者用自拟宣肺止咳汤（生侧柏 10g，荆芥 6g，杏仁

少，但组方严谨，故收效殊多，具有“简、便、廉、验”的特

6g，陈皮 3g，桔梗 6g，车前子 10g，甘草 3g）治小儿外感风

点。宣肺止咳汤虑其偏润，新感咳嗽不宜早用；加侧柏叶、杏

邪所致的咳嗽，疗效甚佳。此方药性平淡，不寒不热，不燥不
涩，只要随证加味；寒热咳嗽均可应用。偏风寒者可加蜜麻黄、
生姜；偏风热者宜配桑叶、薄荷；若属肺热咳嗽，去荆芥加鱼

仁、车前子，在于增强宣降力量，因肺气宜宣、宜降。
本品入药，习有生用、炒用之别。止咳宜生用，因炒炭以
后，辛味走失，则减弱其宣肺力而影响疗效。

腥草、黄芩、瓜萎等，以清泻肺热。现举病例两则。
2.1 风寒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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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汤加味治疗脾胃虚弱型妊娠恶阻 58 例
Treating 58 cases of pernicious vomiting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with the modified Lizhong decoction
廖雪勤 周智文
（罗定市中医院，广东 罗定，527200）
中图分类号：R2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88-02

【摘 要】 目的：观察理中汤加味治疗脾胃虚弱型妊娠恶阻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58 例辨证为脾胃虚弱型的妊娠恶阻患者
采用中药理中汤加味治疗。结果：经 1～2 个疗程治疗，痊愈 42 例，显效 10 例，有效 6 例，总有效率为 100%。结论：理中汤加
味治疗脾胃虚弱型妊娠恶阻疗效肯定。
【关键词】 理中汤；妊娠恶阻；中医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Lizho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pernicious vomiting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Methods: 58 cases of pernicious vomiting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were treated with
modified Lizhong decoction. Results: After 1～2 treatment courses, 42 were cured, 10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6 were effective,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100%. Conclusion: Modified Lizhong decoction had notable effect on treating pernicious vomiting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Keywords】 Lizhong decoction; Pernicious vomiting;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4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痊愈：恶心呕吐

笔者在 2006 年～2011 年期间运用理中汤加味治疗脾胃虚
弱型妊娠恶阻 58 例，取得良好成绩，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门诊脾胃虚弱型妊娠恶阻病人 58 例。
年龄 22～35 岁，
平均年龄 25.35 岁，病程最长 60d，最短 7d，平均 42.36d；病
情轻度 18 例，中度 40 例。
1.2 诊断标准
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中脾胃虚弱型妊娠
呕吐的辨证标准和西医诊断标准，即孕后早期出现恶心呕吐，

停止，能正常进食，各种症状消失，尿酮体检验连续 3 次阴性，
各项检查均恢复正常。显效：恶心呕吐停止或偶见，纳食改善，
各项检查均明显改善，尿酮体检验阴性或减少 2 个“＋”以上。
有效：恶心呕吐次数减少，程度减轻，可进食，各项理化检查
有所改善。无效：症状无改善，尿酮体检验连续阳性。
3.2 治疗结果
58 例患者经 1～2 个疗程治疗，痊愈 42 例，显效 10 例，
有效 6 例，总有效率为 100%。治疗中无发生不良反应。
4

讨

论

纳呆，口淡，呕吐清水，神疲思睡，舌淡，苔白润，脉缓滑无

妊娠恶阻为妊娠早期常见反应，轻者可自愈，如呕吐频繁

力。实验室检查：尿妊娠试验阳性，尿酮体定性试验（＋～＋

或时间过长则会导致孕妇及胎儿营养不良、水电解质和酸碱失

＋＋）。排除异位妊娠、葡萄胎、肝炎、胃肠炎、颅内高压等
引起的呕吐。
2

治

疗

均予温中健脾、降逆止呕治疗。以理中汤为基本方：党参
30g，干姜 30g，白术 30g，炙甘草 6g。加减：虚寒明显加熟附
10（先煎）
，肉桂 3（后下）
；呕吐剧烈加法半夏 15g，生姜汁 6
滴（兑服）
；腹胀闷明显加木香 6g（后下）
，砂仁 6g（后下），
陈皮 6g。有因呕吐失水或电解质失调者配合予补液营养支持治

调等，从而引发一系列较严重并发症。西医常规予以补液、营
养支持等对症处理，无特殊处理。中医在治疗该病中有一定优
势。根据病人不同表现，中医辨证多分为肝胃不和证、脾胃虚
弱证、痰浊中阻证和气阴两亏证[1]。据笔者观察，临床以脾胃
虚弱证多见。
《医宗金鉴》云：“妊娠呕吐谓之恶阻。恶阻者，
谓胃中素有寒饮，恶阻其胎而妨饮食也。
”言脾胃中素有寒饮，
运化无权，脾胃不能行其津液，则痰饮留滞于胃，上逆则为呕
吐。长期发作者，尤以脾胃虚寒为主，如《金匮要略》云：
“妊

疗。1 剂/d，煎取 300ml，分 3 次温服。5d 为 1 个疗程，共 1～

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今笔者仿仲景法，以理

2 个疗程。

中汤加味治疗，方中干姜温运中焦，以散寒邪为君；人参补气
健脾，协助干姜以振奋脾阳为臣；佐以白术健脾燥湿，以促进

3

疗效标准及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脾阳健运；使以炙甘草调和诸药，而兼补脾和中。诸药合用，
使中焦重振，脾胃健运，升清降浊机能得以恢复而取得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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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寒明显加附子、肉桂；呕吐甚加半夏，这几种中药为妊娠慎

白术 30g，炙甘草 6g，熟附 10（先煎）
，肉桂 3（后下）
，法半

重使用药物，但在历代名中医治疗该病均认为辨证清楚时可大

夏 10g，生姜汁 6 滴（兑服）
，3 剂，水煎取 300ml，分 3 次服

胆应用，认为“有故无殒，亦无殒也”，笔者临床屡用，亦未

用。服后第二天患者呕吐渐停止，能小量进食。第西天患者复

见损胎之弊，但应注意中病即止。

诊时有恶心感但已无呕吐，查尿酮体阴性，再继服上方 3 剂，

5

愈。嘱其服理中丸 3 次/d，1 丸/次，巩固半月，呕吐没有复发。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26 岁，素体偏弱，停经 55d，恶心呕吐半个

月，加重 3d，1d 呕吐近 10 次，进食、喝水即吐，不吃食物也
呕吐清水，呕吐有时夹杂血丝，当地门诊予静脉补充糖盐水、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三辑)[S].1993:14-16

作者简介：

营养支持治疗 3d，呕吐症状无改善，到诊。查患者精神倦，面
廖雪勤（1974-），女，中医师，主要从事中医妇科临床工作。

色偏白，形寒怕冷，舌质淡，苔薄白，脉细无力；B 超示宫内
早孕，血常规正常，尿酮体＋＋。诊断为妊娠恶阻（脾胃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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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治疗以温中止呕。以理中汤加味：党参 30g，干姜 30g，

胃康汤的药理及治疗慢性胃炎 36 例的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and pharmacological analysis of Weika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36 cases of chronic gastritis
王 斌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473000）
中图分类号：R5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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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由舒肝、和胃、理气止痛类中药组成的胃康汤治疗慢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2011 年 3
月～2012 年 7 月慢性胃炎病人 36 例，作为治疗组，采用自拟胃康汤进行治疗，选取同一期的 36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并观察患者
的临床疗效对比。结果：治疗组 36 例总有效率 94.44%，对照组 36 例总有效率 80.56%。结论：本方具有舒肝和胃，理气止痛之
功效，在治疗慢性胃炎上有显著疗效。
【关键词】 胃康汤；慢性胃炎；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Weika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gastritis. Methods: 36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March 2011 to July 2012 were selected as treatment group and treated with self-made Weikang decoction. Another 36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4.44% and
80.5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Weikang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efficacy on treating chronic gastritis.
【Keywords】 Weikang decoction; Chronic gastritis;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5
中医根据慢性胃炎的临床表现，将其归属于中医学“胃

治疗组采用自拟胃康汤（党参、炒白术、白芍、黄芩、川

痞”
、
“胃脘痛”范畴，若兼“反酸”和“嘈杂”等症，则可参

朴、陈皮、广木香、香附等）进行治疗，对照组口服法莫替丁、

照相应病证辨证。选取我院 2011 年 3 月～2012 年 7 月慢性胃

阿莫西林、甲硝唑。治疗组以两周为 1 个疗程，对照组也以两

炎病人 36 例，进行中医治疗，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1 年 3 月～2012 年 7 月慢性胃炎病人 36 例作

周为 1 个疗程，随访至 2 个月时复查胃镜。
1.3 治疗疗效标准
显效：完全或基本解除症状；有效：明显改善症状；一般：
症状有所改善：无效：症状未减轻或症状加重。
1.4 统计分析

为治疗组，男 20 例，女 16 例，年龄 26～75 例，平均年龄 45.2
例，选取同一期的 36 例作为对照组，男 21 例，女 15 例，年
龄 26～75 例，平均年龄 42.3 例。两组在年龄、性别、病程、
病情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没有显著性意义。
1.2 方法

采用 SPSS13.3 软件进行资料分析，进行 x2 检验。
2

结

果

通过两组治疗对比分析，治疗组 36 例慢性胃炎患者中显
效 22 例，有效 8 例，一般 4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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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36 例慢性胃炎患者中显效 16 例，有效 7 例，一般 6 例，

干姜；砂仁、党参、肉挂；气滞血瘀者去白术、黄芪、山药，

无效 7 例，总有效率 80.56%。

加三七粉、炒蒲黄、大黄末、云南白药；阴虚胃热者去白术、

3

讨

黄芪、加白芍、麦冬、川栋子、黄芩。主治胃、十二指肠溃疡。

论

痛甚重用延胡索，加白芍、枳壳，嘈杂加乌贼骨、瓦楞子；恶

中医认为多由肝郁气滞、脾胃不调所致。饮食不节，过食

心呕吐者加姜竹茹、姜半夏；胃酸缺乏者加木瓜或乌梅；肝郁

辛辣、生冷、长期饮酒或暴饮暴食；或忧思恼怒；或病久入络；

气滞者加柴胡、郁金、白芍；肝胃郁热者加黄连、栀子、丹皮；

或脾胃素虚，皆可产生本病。忧思恼怒，气郁伤肝，肝失疏泄，

肝脾虚寒者加制附子、干姜、官桂、吴茱萸；瘀血停滞者加蒲

横逆犯胃，气机阻滞，胃失和降而发病。嗜食辛辣、烟酒，湿

黄、五灵脂；出血不止者加三七、白芨以化瘀止血，亦可眼大

热内生，蕴于脾胃，中焦气机不畅而发病。素体脾胃虚弱，或

黄粉 39，3 次/d；胃阴不足者加沙参、麦冬、石斛；饮食停滞

饥饱失常，过食生冷；或劳倦过度；或久病损及脾胃，致中焦

者加山楂、柙曲、内金、莱菔子等。嘱病人忌食生冷辛辣、酒

虚寒，脉络失于温养而发病[3]。热病伤阴，或胃火素亢，加之

及咸菜等刺激性食物，宜进软食等易消化之食物，一般 1 个月

过食辛辣炙燥之品，耗伤阴液，或久病不愈，耗伤气阴，或先

为 1 个疗程，病情严重者，可服 2 个疗程。本组研究资料显示，

有气虚，邪热内蕴，日久伤阴，而致气阴两虚，胃失濡养而发

通过两组治疗对比分析，治疗组 36 例慢性胃炎患者中显效 22

病。肝胃不和多见于慢性浅表性胃炎及慢性萎缩性胃炎。证见

例，有效 8 例，一般 4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4.44%。对照

胃脘胀痛连胁，痛无定处，饱闷不适，食后尤甚，情志不舒则

组 36 例慢性胃炎患者中显效 16 例，有效 7 例，一般 6 例，无

加剧，或见恶心呕吐、吞酸，得嗳气或矢气则稍舒，舌淡红、

效 7 例，总有效率 80.56%。本方具有舒肝和胃，理气止痛之功

苔薄白或白厚腻，脉沉弦或弦缓。治当疏肝解郁，理气和胃。

效，在治疗慢性胃炎上有显著疗效。

方用柴胡疏肝散加峨参、三七。脘腹胀甚者，加佛手、陈皮、
厚朴、大腹皮；痛甚者，加甜地丁、延胡索、川楝子；恶心嗳
气者，加旋覆花、赭石；泛吐酸水者，加煅瓦楞、海螵蛸；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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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康汤组成成分：煅瓦楞子、延胡索、乌贼骨、炙甘草、
地榆、黄芪、白术、山药，水煎服。加减：肝胃不和者去山药、
黄芪、加青皮、枳壳、郁金、柴胡；脾胃虚寒者去地榆，加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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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降脂通脉汤治疗高脂血症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yperlipidemia with
the self-made Jiangzhi Tongmai decoction
陈华振 韦桂梅
（广东省乐昌市人民医院，广东 乐昌，5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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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降脂通脉汤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 74 例高脂血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治疗组 40
例采用自拟方药降脂通脉汤水煎剂治疗，对照组 34 例服用血脂康胶囊治疗，治疗时间 2 个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7.5%，对
照组总有效率为 88.2%，治疗组降脂作用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降脂通脉汤治疗高脂血症疗效确切，有较好的降脂作用，值得
进一步观察研究。
【关键词】 高脂血症；降脂通脉汤；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Jiangzhi Tongmai decoction on hyperlipemia. Methods: 7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4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Xuezhikang capsules,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elf-made Jiangzhi Tongmai decoction. The treatment lasted for 2 month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7.5%,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88.2%. Conclusion: Jiangzhi
Tongmai decoc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hyperlipemia, worthy a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Hyperlipidemia; Jiangzhi Tongmai decoction;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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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群的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测达到以下任一项者。TC 下降≥20%，TG 下降≥40%，HDL-C

血脂水平逐年升高趋势。高脂血症（hyperlipidemia）是指由于

上升≥0.26mmol/L。③有效：血脂检测达到以下任一项者。TC

脂肪代谢或运转异常时血浆中一种或几种脂质高于正常值。高

下降≥10%但<20%，TG 下降≥20%但<40%，HDL-C 上升≥

脂血症是心血管性疾病及唐尿病危险因素[1]。TC、LDL-C 升高

0.104mmol/L 但<0.26mmol/L。④无效：血脂检测未达到以上标

和 HLD-C 降低是中老年人心脏事件、脑卒中的重要方法。临

准者。

床上多采用西药治疗，但由于西药的毒副作用较大，部分患者

3.2 治疗结果

不能耐受，且部分血脂控制不良，或停药后血脂反弹，笔者自
拟降脂通脉汤取得良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74 例均为均为我院 2008 年 12 月～2012 年 2 月门诊
病人，年龄在 30～75 岁，其中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患者 10 例，

治疗组 40 例中，临床控制 12 例，显效 18 例，有效 9 例，
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7.5%。对照组 34 例中，临床控制 8 例，
显效 13 例，有效 9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88.2%。治疗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
4

讨

论

高脂血症是临床常见病之一，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危

41～50 岁的患者 20 例，51～60 岁的患者 32 例，在 60 以上的

险因数。血脂升高和脂蛋白的异常与中医学的“痰”
、
“湿”、
“血

患者 12 例，平均年龄在 54.1 岁。病程在 2 个月～8 年不等，

瘀”有密切的关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实属“痰瘀互结”

其中高胆固醇血症 31 例，高甘油三酯血症 25 例，混合型高脂

的病理产物[3]。笔者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是肝肾阴虚，痰浊内

血症 18 例。合并高血压病者 18 例，合并冠心病者 8 例。均已

阻，气机不利，经脉失养，其中肝肾阴虚为本病之本，而气血

排除继发性高脂血症者，正在使用肝素、甲状腺素治疗药和其

淤滞、痰浊内阻为本病之标。对临床上无明显症状而仅出现血

他影响血脂代谢药物的患者，及近两周曾采用其他降脂措施的

脂升高者当以滋补肝肾治疗为主，佐以理气解郁活血之品；若

患者亦予排除。

症状明显，患者自觉头晕目眩、胸闷而痛或肢体麻木，则当治

1.2 诊断依据

以理气化痰、活血通脉为主，佐以滋肾养肝益血之味。总之，

参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07 年）
》的标准，

应掌握标本缓急，根据不同脉症而辨证施治，方能取得满意疗

即血清 TC 的合适范围为<5.18mmol/L，5.18～6.19mmol/L 为边

效。本人自拟降脂通脉汤采用了补泻并施、标本兼顾的组方原

缘升高，≥6.22mmol/L 为升高。血清 LDL-C 合适范围为

则，方用何首乌、金樱子补肝肾固精气；配泽泻、茵陈清利下

<3.37mmol/L，3.37～4.12mmol/L 为边缘升高，≥4.14mmol/L

焦湿热；以决明子，酒军润肠通便、导滞泻浊；北芪、白术、

为升高。血清 HDL-C 合适范围为≥1.04mmol/L，≥1.55mmol/L

生山楂健脾益气、消食导滞；当归、丹参活血通络、更用柴胡、

为 升 高 ， <1.04mmol/L 为 减 低 。 血 清 TG 合 适 范 围 为

郁金行气解郁活血、斡旋阴阳。全方补而不腻，固而不滞，行

<1.70mmol/L，1.70～2.25mmol/L 为边缘升高，≥2.26mmol/L

而不散，共奏滋阴降火、行滞通脉、泻浊洁腑之效。现代药理

为升高。高脂血症再分 4 类：①高胆固醇血症；②高甘油三酯

学研究表明，首乌、金樱子、决明子、生山楂、泽泻、北芪、

血症；③混合型高脂血症；④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

丹参、柴胡、郁金、大黄均有降低血脂的功效，通过本组数据

2

治疗方法

观察，笔者应用通脉降脂汤的治疗组在治疗后血脂的检测项目
上优于对照组，无明显毒副作用，说明临床上应用中药治疗高

将 74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0 例，采用自拟方药

脂血症疗效确切，依从性良好，无不良反应，从整体论治、综

降脂通脉汤水煎剂治疗。方药组成：首乌 30g，金樱子 25g，

合调理，从而达到了良好的降脂作用，对脏器功能无明显不良

决明子 30g，生山楂 30g，茵陈 15g，泽泻 10g，北芪 30g，白

影响。值得进一步观察研究。

术 10g，丹参 15g，当归 10g，柴胡 10g，郁金 10g，酒军 5g。
1 剂/d，水煎分 2 次服，半月为 1 个疗程，可连续 4～6 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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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香婷.消痰活血降脂汤治疗高脂血症 150 例疗效观察[J].河北中医药学报,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疗效判定“中医症

2007,22(1):18

作者简介：
陈华振（1976-），男，主治医师，医学学士。

候疗效判定标准”和“实验室检查疗效判定标准”评定治疗效
果。①临床控制：实验室各项检查恢复正常。②显效：血脂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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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拮抗剂与升降出入及治未病关系略谈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lcium antagonist and TCM
ascending-descending and coming in-going out of Qi and prevention
张新文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中医院，甘肃 华池，745600）
中图分类号：R259.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92-03

【摘 要】 高血压是一种呈现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进行性心脑血管损害的临床综合症，是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及慢性肾病和死亡的最主要危险因素。被广大临床医生所接受、所喜用的降压治疗就首先是钙拮抗剂（二氢吡啶类）
，单药或另配
ACEI、或 ARB 或利尿剂或 β-B 等等组合或其它组合；临床上医生常用的是其中的硝苯地平缓（控）释片、氨氯地平、非洛地平
缓释片等，本文通过 1 例高血压患者服用钙拮抗剂硝苯地平缓释片诱发低钙性抽搐病例，欲试用中医气机升降出入及治未病理论
稍作探索，寻求现代医学与国粹之一的中医学之间的内含辨证统一关系，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为现代临床医学应用提供更确切
的依据而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关键词】 高血压；钙通道阻滞剂；个案；中医气机升降出入；中医治未病；辨证统一关系
【Abstract】 Hypertension is a kind of clinical syndromes with progressive cardiac and cerebral vessels damages an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istent rising up of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In clinic, it is always treated with calcium antagonist or with ACEI, ARB,
diuretic or β-B etc, including Nifedipine, Amlodipine, Felodipine sustaind-release tablets. In this article, one case that a patient with
hypertension was induced hypocalcemic tetany after taking Nifedipine sustaind-release tablets was illustrated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ascending-descending and coming in-going out of Qi and hypertension prevention.
【Keywords】 Hypertension; Calcium antagonist; individual case; TCM ascending-descending and coming in-going out of Qi;
Prevention;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7
高血压是一种呈现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

反复抽搐伴剧烈疼痛半天於 2012 年 9 月来医院就诊。患者今

进行性心脑血管损害的临床综合症，是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及慢

日饭后前来就诊，其发现高血压已 2 年多，多次测血压均在

性肾病和死亡的最主要危险因素。其诊断标准指在未服用降压

160/100mmHg，在本地县医院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给予氨

药物情况下，经非同日 3 次测量血压，收缩压≥140mmHg 和

氯地平 2.5mg，1 次/d 治疗，用药后血压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或）舒张压≥90mmHg 者，若既往有高血压史，目前正在服

加量之 10mg，1 次/d，并加用依那普利 10mg，1 次/d，血压

用降压药，血压虽低于 140/90mmHg 者仍是高血压。高血压治

始控制在正常范围，头晕、头痛症状缓解，用上药 1 年血压

疗用药选药的基本原则一是初始小剂量单药治疗，根据病情需

稳定，逐步减为各 2.5mg，1 次/d，维持约半年后自行停药，

要，逐步增加剂量；二是优先选用 1 天 1 次给药而有持续 24h

停药 4 个月后血压又逐渐增高，并出现头晕、耳鸣、一过性

降压作用的长效药物，以有效控制夜间血压与晨峰血压，更有

视物黑蒙现象，再次又服用硝苯地平缓释片 20mg，2 次/d，

效预防心脑血管并发症发生；三是联合用药，是为了增加降压

用药已半年余，血压维持在 120/80mmHg，近 1 月已减药量

效果又不增加不良反应；四是个体化，即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和

为 10mg/d，晨起即服药；近 3 日感冒后食欲不振、饭量减半，

耐药性及个人意愿或长期承受能力，选择适合的药物。五是应

伴精神不振，困乏无力，未作治疗，为控制血压，降压药仍

遵循价格合理、长期应用、依从性相对好的原则来用药。

按时服用，昨天夜间睡眠中突发右小腿肚多次反复抽搐伴剧

符合上述条件和原则，也已被广大临床医生所接受、所喜

烈疼痛 6 次，左小腿肚也有类似要抽搐发作感觉，经反复揉

用的降压治疗就首先是选钙拮抗剂（二氢吡啶类），单药或另

按后均缓解。无头痛、恶心、呕吐及意识障碍，无尿量改变

配 ACEI、或 ARB 或利尿剂或 β-Ｂ等等组合或其它组合；临床

及双下肢浮肿，无心前区疼痛及活动后心慌气短，唯有右小

上医生常用的是其中的硝苯地平缓（控）释片、氨氯地平、非

腿腓肠肌疼痛剧烈伴行走无力，喜揉按，但无红肿热痛；反

[1]

洛地平缓释片等 ，笔者近日临床上遇到 1 例高血压患者服用

复查血压 120/80mmHg。急查电解质、血常规及做心电图检

钙拮抗剂硝苯地平缓释片而诱发低钙性抽搐病例，欲试用中医

查，电解质回报：钙（Ca）1.20mmol/L，标准钙（n-Ca）

气机升降出入及治未病理论稍作探索，寻求现代医学与国粹之

0.80mmol/L，总钙（T-Ca）1.59mmol/L；血常规报告：红细

一的中医学之间的内含辨证统一关系，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胞数（RBC）3.98×1012/L，平均红细胞体积（MCV）103.0fL，

病例介绍：患者甲，男，45 岁。主因夜间右小腿肚多次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33.9pg；其余均在正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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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基于以上结果判断为“低钙性抽搐”的诊断，给予静

产生出各种病变，即《素问•六微旨大论》
“故无不出入，无不

脉输液补钙的治疗 3d，并改服降压药为依那普利 10mg/d，1

升降。化有大小，期有远近，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

次/d，同时予以感冒药治疗，并嘱加强营养，注意休息，一

害至矣”[2]。其在临床上可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气机不畅：气滞、

周后随访复查血压 120/80mmHg，复查钙（Ca）2.10mmol/L，

气逆、气虚、气陷、气脱、气结、气郁、气闭等；其中气滞气

感冒已基本痊愈，未再发生抽搐，全身无不适感觉。嘱适时

逆气闭属实证，气虚气陷气脱属虚证，气郁气结气闭则虚实均

检查复诊。

有。气机升降出入失调不外升降不及、升降太过、及升降反作

讨论：现就个人对高血压钙拮抗剂的使用认识及中医学气

三者；其治则需在遵从病机十九条时，做到“必先五胜，疎其

机升降出入和治未病理论及其相互间关系结合本个案病例进

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其“必先五胜”就

行粗浅微探，意欲引起同道人共同探讨。寻求现代医学与国粹

是要求临证前首先要掌握天之五气，人之五脏之间五行更胜的

之一的中医学之间内存的辨证统一关系，使之探讨的更明白，

内在联系。[3]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而首先考

为现代临床医学应用提供更确切的依据而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虑如何去治未病，然后才去治已病。在本病例中就属于升降反

从该个案可以判断出以下基本事实：①该名患者患有高血

作，是在降压治疗中未能做到中医所要求的“必先五胜”及“治

压病，并较长时间的连续服用着钙拮抗剂氨氯地平或硝苯地平

未病”，现代医学要求的降压治疗服用那种药物时，就应提前

缓释片，服药依从性相对较好；②血压控制也较好；③但为何

做好监测，及早做好预防，防患于未然。不仅仅是只看血钾，

会发生缺钙而导致严重的“低钙性抽搐”呢？这就要认真回顾

还要监测血钙，看问题时应全面，不可偏颇。

病史，加以分析，从中获益。

如何去治未病？《难经•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

笔者分析后认为其缺钙的根本原因是钙拮抗剂的长期使

《素问•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
“夫

用导致了钙的流失，且未得到及时有效补充而发生的低血钙

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和气，命之曰人。”《素问•六微旨

症。加之感冒后饮食减半，机体营养补充不足使其另一原因；

大论》说“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

这就提醒长期服用钙拮抗剂的患者要注意定期检测血钙，不可

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
”
“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
”
《素

马虎；但该问题至今还未得到医生们的注意，对高血压的治疗

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讲“气归精，精归化”
，
“精化为气”。
《素

常常仅提及应注意血钾的问题，在最新资料中还未看到提及应

问•上古天真论》明确了治未病的理论思想“饮食有节，起居

注意血钙监测的有关论述这一事实。简单讲：就是该患者血压

有常，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

升高，服用钙通道阻滞剂后虽起到了降压作用，但它阻滞了体

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气从以顺，各从其

内的钙的全面吸收而使低血钙症发生，治疗中未能注意监测并

欲，皆得所愿”。中医“治未病”理论从古以来就与“天人相

及时补充，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调整钾、钙等等各种微量元

应”的整体观统一于一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素问•至真要

素间的动态平衡问题这有待于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这里笔者

大论》病机十九条中要做到“必先五胜，疎其血气，令其调达，

仅从中医的角度出发看：就是机体气机升降出入中的“气机失

而致和平”
。顺应四时，解除危险人体生命的因素，使人体“正

调”，它是与中医学里治未病思想“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

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而减少疾病的发生，且中医理

后防复”未能完全贯穿于治疗全过程相同。对于低钙血症未能

论的整体观念要求了其整体性和统一性是不可孤立存在的，故

做到提前预知、进行监测、及时补充和防范也是与中医学气机

而气机升降出入理论也是与中医学理论辨证统一的，是一个整

升降出入理论和治未病思想是相通的。它们是一个辨证统一的

体观念。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讲“邪风之至，疾如风雨，

关系。

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

中医基础理论认为气机的升降出入是人体生命活动之根

次治五脏。

本，且是通过在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中进行的各种生理活动才

“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我们医者在应用气机升降出

得以具体体现，是人体脏腑功能和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

入理论辨证论治时始终要贯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

体进行新陈代谢、维持生命活动、维持脏腑组织间以及气机升

复”的理念，就是要搞好现在的健康宣教及慢性病管理和随访

降出入本身间协调平衡关系的根本，即是指它是可有侧重的、

等，对病员进行生活干预、药物治疗、康复锻炼等内容的指导，

有一定规律的、

是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在未病之前，及时采取措施阻断疾病传导

协调平衡机体脏腑组织及内外环境的运动着的有很强活
力的精微物质。当气机的

路径并使正气存内，提高机体免疫抗病能力；既病之后要及时
发现，早期治疗，根据疾病表现的不同临床症状，依据气机升

升降出入运动发生不协调不平衡等障碍时，即可产生病

降出入理论、利用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等中医学理论和结合现

变。如《素问•六微旨大论》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

代医学知识及个人长期的临床经验辨证论治，遣方选药，有效

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

的减轻患者症状，缩短疗程，早期治愈，防止病情演变、恶化、

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

产生变证，防止传变；疾病初愈后，注重调护，防止转变为慢

则分之，生化息矣”。清楚表明气机升降出入是人体生命活动

性病或者复发。它是现代发展进步了的中医治未病思想内容。

的根本，气的升降出入若停止，即是死亡。人体脏腑功能活动、

故此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功能是人体疾病治疗，预防保健，养

经络联系、阴阳平衡，营卫气血运行、精液输布、水谷受纳及

生长寿的根本基础，即是要遵从中医基础理论治未病整体观念

排泄、呼吸活动等，无不都是在体现着气机升降出入运动，而

的，也是要符合现代循证医学原则，医学历代前贤也是以此为

各有所侧重的保持着人体“气机调畅”
，反之即是“气机失调”

基本原则而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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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贤妙用升降出入之例甚多，无不把气机升降出入与中医

以上提示我们现在治疗疾病也要从中学会中医理论的整

治未病思想理论辨证统一为一整体，相互融会为一体用于指导

体观念，辨证统一思想及防患于未然的治未病做法，才能在现

临床。岐伯后像张仲景、李东垣、叶天士这样的划时代医圣、

代病的治疗中不走弯路，为人类的健康长寿，国家的发展进步

名医无不是应用升降出入及治未病的高手，他们的学术思想及

尽到份内的责任。

理论体系中无不有体现。其他的一大批名医们也都是由此而成
就，清•周学海遵从前人的基础上综述整理成升降出入辨证，被

参考文献：

广泛的应用于现代临床。升降出入的矛盾对立关系是辨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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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士德,孟景春.内经讲义[M].1984:101-102

入主外也，升降之病极，则亦累及出入矣；出入之病极，也累
及升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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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者升降发始之根也。
”张子和、赵绍琴、关幼波、蒲辅周等名医
的论述及见解各有千秋，但无不遵从着中医学基本理论及内经

张新文（1968-），男；研究方向：便秘及心脑血管病的治疗；学历：
大专学历；职称：中医内科主治医师；单位：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中医院。

编辑：李妍 编号：EA-121016073（修回：2013-02-09）

思想体系的指导，把中医治未病的思想贯彻于治疗始终。

双内侧切口单束解剖重建前交叉韧带
Single bundle anatom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using
the inside two-incision under arthroscopy
权松涛 王志伟 高 燕 魏立伟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

中图分类号：R322.7 3

洛阳，471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94-02

【摘 要】 目的：观察关节镜下运用内侧双切口单束解剖重建前交叉韧带的早期疗效。方法：于 2010 年 6 月～2010 年 12
月，在 35 例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中，采用内侧双切口单束解剖重建技术，RIGIDfix 固定股骨端和 Intrafix 固定胫骨端，
以 Lysholm 评分评价手术前后膝关节功能。结果：35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术后随访 12～24 个月，平均 18 个月。术后膝关节活动
范围均超过 120°，无伸膝受限。Lysholm 评分从术前（43.52±6.21）分增加到术后（90.12±5.6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
结论：关节镜下运用内侧双切口单束解剖重建技术术中视野更好，能获得更低移植物倾斜度，能获得更好的旋转稳定性，可获得
满意近期疗效。
【关键词】 前交叉韧带；内侧双切口；单束解剖重建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arly efficacy of the single bundle anatom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using the inside two-incision under arthroscopy. Methods: From June 2010 to December 2010, 35 case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surgery under arthroscopy used the medial two-incision single bundle anatomical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and RIGIDfix
fixed femur end and Intrafix fixed tibia end. The knee function was evaluated with Lysholm score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Results: 35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2～24 months, an average of 18 months. The knee ranges were more than 120 degrees after surgery. And the
knee extension was unlimited. Lysholm score increased from preoperatively (43.52±6.21) points postoperatively (90.12±5.62) poin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The view under arthroscopy was better. The tilt of the graft was lower and
the rotation stability was better. The recent efficacy was satisfactory.
【Keywords】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he inside two-incision; The single bundle anatomic reconstru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8
单束前交叉韧带重建可获得满意临床疗效。但生物力学研

使用内侧辅助切口钻取骨道，内侧常规入路进入镜头手术，取

究表明其效果差于双束重建。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单束重建了前

得了更好的视野。自 2010 年 6 月～2010 年 12 月 35 例患者采

交叉韧带前内侧束，而忽略了后外侧束，不能完整模拟前交叉

用该技术，均获得良好疗效，报道如下。

韧带的双束结构。传统的单束等长重建认为定位点应位于 11
点或者 1 点钟位置，虽然获得了前后向的稳定，但不能很好的
纠正旋转稳定性。因为其移植物倾斜度增加了。鉴于此，解剖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重建技术得以应用，希望纠正移植物的倾斜度。传统入路手术

本组 35 例患者中男 22 例，女 13 例；年龄 19～55 岁，平

时，镜头位于前外侧入路，不能很好观察股骨髁内侧壁。本组

均 29.1 岁。均为单侧损伤，左膝 14 例，右膝 21 例；35 例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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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外伤史，其中运动损伤 10 例，交通事故损伤 22 例，工伤

例。患者均恢复正常丁作并对疗效感到满意。术后平均 Lysholm

事故中跌倒受伤 3 例；受伤至手术时间 5～181d，平均 62d；合

评分（90.12±5.62）分，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并内侧副韧带韧带损伤 8 例，内侧半月板破裂 10 例。术前体检

t=11.782，P<0.01）
。

Lachman 试验阳性 20 例，轴移试验阳性 19 例；MRI 检查均提
示前交叉韧带损伤；术前 Lysholm 评分（43.52±6.21）分。

3

论

前交叉韧带可大致被分为前内侧束和后外侧束，这两束互

1.2 手术方法
1.2.1 麻醉和体位

讨

相作用以完成功能。前内侧束保证了膝关节的前后向稳定，后

连续硬膜外麻醉或腰麻，患者取仰卧位，手术侧下肢下垂

外侧束则提供了旋转稳定性。对于前交叉韧带损伤而言，单束

于手术台侧方，均使用数控气压止血带，预设压力为 40kPa，

重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近期一些研究表明它不能恢复

预设时间 90min，术前用驱血带驱血。

膝关节的旋转稳定性，因为旋转稳定性主要依赖于前交叉韧带

1.2.2 关节镜探查

的后外侧束。

采用施乐辉关节镜、Depuymitek 成套关节镜下交叉韧带重

近期研究都希望通过解剖重建恢复术后的旋转稳定性，因

建器械、肌腱准备台、RIGIDfix、Intrafix 以及配套植入设备。

为旋转稳定性与远期效果相关。最近研究表明股骨隧道倾斜度

采用双切口技术，较高位置的前外侧切口，旁开髌腱 1cm，屈

是恢复旋转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降低

曲 90°时切口最远端平齐于髌骨最下极。中央前内侧切口靠近

移植物的倾斜度，恢复前交叉韧带的解剖走形。Jepsen 等[1]的

髌腱位置，可屈曲 90°时外侧切口监视下腰穿套管针于关节线

研究认为，股骨隧道从 11 点位置转到 10 点钟位置可明显提高

上方髌腱中 1/3 处传入，避免伤害关节软骨及横韧带。另一辅
助内侧切口位于前一切口尽量远端，
靠近髌腱内侧缘旁开 2cm。
避免镜头与钻头间的撞击。探查关节内结构，确认有无前交叉
韧带断裂和半月板撕裂伤。发现合并有内侧半月板撕裂 10 例。
对无法修复的 6 例进行了半月板部分切除，另 4 例为内侧半月
板后角撕裂（ramp）损伤，使用 Rapidloc 半月板缝合器进行镜
下缝合。钻取隧道时镜头位于前内侧切口，钻头可从内侧辅助
切口进入。
1.2.3 备用
取自体腘绳肌腱备用。
1.2.4 骨隧道的准备
用胫骨隧道瞄准器定位在仰角 55°，出口在胫骨髁间嵴大
约相当于后交叉韧带前方 7cm 处，与矢状面夹角约 25°，先
打入 1 枚导针。伸屈关节观察导针位置是否正确，避免移植物
发生撞击。确认位置合适后以空心钻打通隧道。股骨定位点位
于交叉韧带股骨附着点中央位置，可测量股骨外髁住院医生嵴
长度，取中位数位置，位于该线下 5mm 位置。
1.2.5 固定
股骨侧 RIGIDfix 固定，胫骨侧 Intrfix 固定。
1.2.6 内侧副韧带损伤的修复
对于伴随的内侧副韧带损伤，I 度和 II 度损伤给予保守治
疗，Ⅲ度损伤另作切口，使用带线锚钉或缝线缝合修补。
1.3 术后康复

病人的客观满意度。Scopp 等[2]的研究也认为 10 点或 2 点钟位
置的股骨隧道可明显提示旋转稳定性而不影响前后向稳定性。
传统的经胫骨技术因为因为从胫骨决定股骨隧道位置而不能
明显降低股骨隧道倾斜度。
近期的很多研究中均建议行解剖重建技术。Harner[3]的传
统解剖重建技术采用常规前内侧入路钻取骨隧道，相对于经胫
骨技术而言，它可以更准确的进行股骨定位，降低股骨隧道的
倾斜度。但是该技术的缺点在于可能损伤内侧髁软骨，缩短了
股骨隧道长度，易于损伤股骨外髁后壁及后外侧结构等风险。
同时，在钻取股骨隧道时需极度屈曲膝关节，此时影响外侧入
路观察的视野。
我们所采用的双内侧入路可避免上述手术缺陷，常规内侧
入路观察可获得更好的视野，不受屈伸影响。在此基础上可更
为精确的进行股骨定位，降低其倾斜度，减少股骨后壁及后外
侧结构损伤的可能。本研究 35 例病人均取得满意疗效，轴移
实验表明获得了较好的旋转稳定性。
4

结

论

使用内侧双切口单束解剖重建技术重建前交叉韧带可扩
大术中视野，有效地定位于交叉韧带解剖止点位置，恢复前交
叉韧带的解剖走形，降低移植物倾斜度，获得了满意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Jepson CF, Lundberg-Jensen AK, Faunae P. Does the position of the femoral

患者术后使用数字卡盘支具同定 12 周，前 2 周同定于伸

tunnel affect the laxity or clinical outcome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直位，进行股四头肌及髌骨推移训练，第 3～6 周进行膝关节

ligament-reconstructed knee? A clinical prospective, randomized, double-blind

活动度训练，直至关节屈曲达 90°，第 6 周带拐患肢全负重行

study. Arthroscopy. 2007, 23:1326-1333

走，第 12 周去拐去除支具行走，6 个月后进行慢跑和骑自行车

[2]Scoop JM, Jasper LE, Belk off SM, Moorman CT 3rd. The effect of oblique

运动，9 个月后可参加体育比赛。

femoral tunnel placement on rotational constraint of the knee reconstructed

2

结

果

关节镜下手术时间 42～60min，平均 55min。术后患者均

using patellar tendon autographs.Arthroscopy. 2004,20:294-9.
[3]Harmer CD, Peopling GG. Double bundle or double trouble? Arthroscopy.
2004, 20:1013-1014

得到随访，随访时间 12～24 个月，平均 18 个月。所有患者伸
膝无受限，伸屈活动度均达到 120°，无感染发生，未发生骨
筋膜室综合征。术后 Lachman 试验阴性 31 例，I～II 度阳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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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合并恶性肿瘤患者免疫球蛋白水平
变化的意义
The changing significance of immunoglobulin levels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刁慧芳 刘美玲 王惠生 贾文魁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山西 太原，030013）
中图分类号：R5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96-02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通过比较糖尿病肿瘤组与糖尿病非肿瘤组间免疫球蛋白水平，了解在糖尿病合并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
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将患者分为三组：糖尿病肿瘤组（MG 组）
、糖尿病非肿瘤组（NMG 组）、对照组，用放射性免疫方法
测定 IgA、IgM、IgG 水平，比较三组间指标差异。结果：糖尿病肿瘤组、糖尿病非肿瘤组患者 IgM、IgA 有升高，但肿瘤组更加
明显，IgG 在两组无变化。结论：糖尿病患者免疫功能紊乱，在合并肿瘤时更加明显，在 HbA1C>11.1%时免疫功能状态明显紊乱，
较血糖控制理想时紊乱更加明显。糖尿病血糖控制水平差，可能是其导致肿瘤的原因，其中免疫功能紊乱是其参与肿瘤形成的原
因之一。
【关键词】 糖尿病；体液免疫；肿瘤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e of the immune function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tumors by comparing the
immunoglobulin levels between the diabetes malignancy group and the diabetes non-malignancy group.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diabetes malignancy group, the diabetes non-malignanc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ents
of IgA, IgM and IgG were measured by radioimmunoassay method. The indicator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gM and IgA contents in the diabetes non-malignancy group increased, but those in the diabetes malignancy group increased more
apparently. IgG in both groups had no variation. Conclusion: The immune function disorders of the diabetic patients became more
pronounced when combined with tumor. The disorder became more apparently especially when HbA1C>11.1%. Bad blood sugar level in
the diabetes patients may cause tumors, and immune dysfunction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umor formation.
【Keywords】 Diabetes; Humoral immunity; Tumo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59
随着糖尿病发病人数的逐年增加，合并肿瘤的患者也逐渐
增加，糖尿病与肿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糖尿病患
者免疫功能紊乱可能是肿瘤发病的原因及高危因素之一，已经
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主要围绕糖尿病患者免疫功能情况，通

剂、苯类化合物等。
2

2.1 仪器与试剂
所使用仪器及试剂均由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化验室及

过检测免疫指标，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检测方法

同位素室提供。
仪 器 ： TOSOH 全 自 动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分 析 仪 （ 型 号 ：
HLC-723G8）

1.2 入选标准

试剂：糖化血红蛋白：选自 TOSOHCORPORATION 试剂。
免疫球蛋白：均选用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放射性

收集 2007 年 4 月～2012 年 3 月年所有我院住院的病例
资料相对完整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 1999 年

免疫试剂盒。

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如果合并肿瘤则选择糖尿病在前，

2.2 检测方法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方法：离子交换高效液相层析分析法。

分 为 肿 瘤 组 （ Malignancy Group ， MG ） 与 非 肿 瘤 组

免疫球蛋白测定方法：放射性免疫方法。

（Non-malignancy Group，NMG）。所有肿瘤组都有病理或
者临床加影像学确诊。入组患者共 80 例，均为糖尿病患者，

3

年龄为（70±8.76）岁，其中 MG 组 40 例，其中肺癌 12 例，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 x ± s ）采用 SPSS13.0 统计

肝癌 10 例，胰腺癌 9 例，直肠及结肠癌 6 例，其他 3 例。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并进行两组间 t 检验。P<0.05 认为有统计

NMG 组 40 例，对照组选自我院同期健康体检者 40 例，性

学意义。

别、年龄与前者无统计学差异。
1.3 剔除标准
急性感染、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肿瘤家族史、使用免疫抑
制剂及有免疫系统疾患的患者。除外其他可引起肿瘤的相关疾
病如：胃溃疡等癌前病变。除外长期职业接触史：如接触烷化

4

结

果

4.1 各组间比较
MG 组与 NMG 组 IgM、IgA 均有升高，但 MG 更加明显，
IgG 在两组无变化。MG 组与 NMG 组相比较 HbA1C%水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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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说明前者血糖控制水平更差，血糖调节紊乱。（正常参考

值：IgA（0.7～4g/L）
、IgM（0.4～2.3g/L）
、IgG（6.9～16.2g/L）
。

表 1 两组间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g/L， x ± s ）
n

HbA1C%

IgA

IgM

IgG

MG

40

13.5

12.381

8.752

10.254

NMG

40

8.2

6.212

5.341

8.633

对照组

40

<6.5

1.220

1.782

7.302

4.2 不同水平糖化血红蛋白时免疫球蛋白水平
随着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升高，IgA、IgM、IgG 水平升高，
同一血糖水平两组间存在差异，随糖化血糖水平两组间的差异

显著，HbA1C%>11.0%时最明显。说明血糖调节紊乱是免疫状
况紊乱的基础。

表 2 不同水平糖化血红蛋白时免疫球蛋白水平（ x ± s ）
NMG

MG
HbA1C%水平

5

讨

IgA

IgM

IgG

IgA

IgM

IgG

<6.5

9.121

6.381

8.012

5.021

3.821

6.935

6.5～7.0

9.423

7.023

9.321

5.435

4.103

7.841

7.0～11.0

12.962

8.214

10.365

6.351

6.243

8.951

>11.0

15.381

10.293

13.210

8.863

7.462

11.231

细菌、病毒感染和食物抗原中起重要防御作用，Spooren 等[4]

论

人体强大的免疫系统通过细胞免疫机制产生排斥反应，使
突变细胞在未形成肿瘤之前即被清除，实际上许多肿瘤仍可逃
避宿主的免疫攻击而继续生长，主要原因是由于患者全身免疫
和肿瘤局部免疫微环境的变化，造成肿瘤的免疫逃逸。正常情
况下 B 细胞最终分化为浆细胞和记忆性 B 细胞，并分泌抗体，
浆细胞多在 2 周内凋亡。高糖及代谢紊乱环境中以 B 细胞为效
应细胞的体液免疫，产生抗体的功能减弱或者紊乱，不能及时
清除抗原，且浆细胞的凋亡可能受阻，引发了肿瘤。糖尿病患
者免疫紊乱使得肿瘤细胞逃离免疫监控。
相关的实验证实糖尿病患者血中免疫球蛋白水平不同程
度的降低，如 IgG、IgM、IgA、IgE 水平出现异常，间接反映
了 B 细胞功能状态失衡或者受损，可见糖尿病患者细胞免疫功
能受损，而免疫功能低下是肿瘤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免疫功

认为 IgA 升高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大量淋巴细胞长期处于有丝分
裂期所致。IgM 升高可能是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应答的结果。张
晓琪对糖尿病患者免疫球蛋白研究发现 IgG 水平，IgM，IgA
和 IgE 均升高。考虑可能因患者处于长期高血糖状态，白细胞
的趋化性、吞噬作用以及杀菌能力降低，以致免疫力下降[5]。
IgA 升高可能是由于高糖、感染等因素使大量淋巴细胞长期处
于有丝分裂期所致。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功能失衡，与长期高血
糖状态下多形核白细胞和 B 淋巴细胞功能受损有关[6]，与血管
病变和感染的关系是互动式的。糖尿病合并肿瘤患者免疫功能
紊乱，多项实验结果不一致，可能高度提示这种状况，同时仍
需要大样本的实验证实。
参考文献：
[1]毛达勇,等.2 型糖尿病伴感染患者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研究[J].郧阳医

能失调可以引起相关肿瘤坏死因子及受体、配体及胰岛素底

学院学报[J],2003,22(5):275-276

物、胰岛素生长因子等因子的突变，细胞突变为肿瘤的形成提

[2]Eg.ychi K, Yagarne M, Suzuki D,et al. significance of high level of serum IgA and

供了条件。人体具有抗肿瘤免疫系统：细胞免疫、体液免疫、

IgA class

细胞因子。Zhang 等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人群相比，糖尿病

non-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J].Diabetes complications,1995,9(1): 42-44

患者 CD3、CD4、CD4/CD8 和 IgG、IgA 水平均明显降低，CD8

[3]Kazuhiko E,Mitsunori Y,Daisuke S,et al.Signifiance of high levels of serum

阳性 T 细胞明显增高，可见糖尿病患者体内免疫功能紊乱，血

IgAand IgA-class circulating immune complexes(IgA-CIC) in patients with

糖控制不良致机体免疫细胞功能下降，增加肿瘤发生的机会。

noninsulindependent

免疫球蛋白可代表机体体液免疫状态，是体内非特异性免

circulating

immune

diabetes

complexes

(IgA-CIC)

mellitus.Journal

of

in

patients

Diabetes

and

with

Its

Complications,1995,9:42

疫的重要指标，本实验结果中肿瘤组患者体内 IgA、IgM 显著

[4]Spooren

升高（P<0.01）
，IgG 无变化，进一步证实糖尿病肿瘤组患者免

subpopulations in typeⅠand typeⅡdiabetes,Netherlands Journal of Mekicine,

疫功能紊乱。毛达勇[1]等对糖尿病患者免疫球蛋白研究发现 2

1993,42:163

型糖尿病伴或不伴感染患者体内 IgA、IgM、C3 均显著升高

[5]Mogensen C. Cooper M: Diabetic renal disease: from recent studies to

（P<0.01），以上三项指标增高可能是一种糖尿病的代偿性增

improved clinical practice.DiabetMed,2004,21:4-17

[2]

P,Vermes

I,Soons

H.Similar

alterations

of

lymphocyte

高所致 IgA 和比 IgM 升高可能是由于机体针对肿瘤抗原产生

[6]Foster GD,WyattHR, Hill JO,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a low-carbohydrate

的抗肿瘤抗体，或因 B 细胞分化能力增强出现体液免疫功能亢

diet forobesity. N Engl J Med,2003,348:2082-2090

[3]

进。IgA 升高与 Kazuhiko 等 报道相同，IgA 主要在粘膜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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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诊在中医耳鼻咽喉科临证中的应用体会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inspection application in TCM department of ENT
仝照全
（唐河县人民医院，河南 唐河，473400）
中图分类号：R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98-02

【摘 要】 中医耳鼻咽喉科的诊病原则是要从整体出发，采用四诊合参的方法，而在望、闻、问、切四诊中，最重要的就是
望诊，望诊对中医耳鼻咽喉专科疾病诊断治疗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中医耳鼻咽喉；望诊；诊断治疗
【Abstract】 The diagnose principle of TCM department of ENT was integ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y the four examination
methods. Among the four examination methods, the most important is inspection,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CM department of ENT.
【Keywords】 TCM department of ENT; Inspec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60
中医耳鼻咽喉科的诊病原则是要从整体出发，采用四诊合

耳部望诊主要观察耳郭、外耳道、鼓膜等的病变。首先观

参的方法。而针对耳鼻咽喉疾病的疾病特点，必须强调的是局

察耳郭的形态、大小、位置，有无局部畸形，两侧是否对称，

部四诊与全身四诊联合运用，辨病与辨证联合运用，局部治疗

周围局部皮肤有无红肿、瘘口、增厚、瘀斑、赘生物等；其次

与整体治疗联合运用。而在望、闻、问、切四诊中，最重要的

观察外耳道的形态，有无红肿、瘘口、赘生物、异物、分泌物

就是望，
《难经》也提出“望而知之谓之神也”
。汪宏在《望诊

等；最后观察鼓膜，正常标志是否清晰，有无鼓膜内陷、鼓膜

遵经》中提出了“治病必先知诊，诊病必先知望”。望诊，就

瘢痕、鼓膜疱疹、鼓膜肉芽等病变。

是指医生用眼睛来观察病人的神色形态变化，不仅包括局部，

2.2 鼻部望诊

还包括全身，望诊的中医理论依据与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精

鼻部望诊主要观察外鼻、鼻腔、鼻涕、鼻出血等。首先观

液为枢纽的整体观是一致的。由于耳鼻咽喉科疾病发病多在深

察外鼻的形态改变，有无畸形、红肿、歪斜等，鼻翼是否煽动，

邃的孔窍内，病变部位隐匿，不易诊治，更显示出中医望诊的

鼻前庭有无红肿、出血、糜烂、结痂；其次观察鼻腔，需借助

重要性。通过望诊，结合中医整体观念，可以起到司外揣内、

前后鼻镜进行观察，观察鼻黏膜色泽、形态有无改变，鼻甲是

见微知著的作用，以此来辨别疾病的病情和病因，对其诊断和

否肿胀肥大，鼻中隔是否居中，鼻道是否通畅、有无分泌物、

治疗提供合理依据。

异物、肿物、息肉；观察有无鼻涕，鼻涕颜色、质地、流量的

1

条件和要求
患者取坐位，根据受检部位的不同，随时调整患者体位，

多少；最后观察有无鼻出血，如有，即观察其出血部位、出血
量等。
2.3 咽喉部望诊

让患者的病患部位充分暴露。检查耳部时，受检者应采取侧坐

咽喉部望诊主要观察鼻咽、口咽、喉咽等部位的情况。首

位，患侧耳部朝向检查者；检查鼻咽部，受检者采取正坐位，

先观察鼻咽，需要用纤维鼻咽镜进行望诊。观察鼻咽后壁、咽

面对检查者。让患者的一侧耳廓充分暴露在自然光线下，或者

隐及后鼻孔等部位，双侧结构是否对称，有无充血、肿胀、隆

光线充足的灯光下。
2

局部望诊
耳是经脉聚集之地，通过经络循行，构成了耳与五脏六腑

的广泛联系；鼻位于阳中之阳，是血脉多聚之处，又是清阳交

起、赘生物；其次观察口咽部，观察有无干燥、红肿、溃疡等，
咽后壁有无颗粒突起，腭扁桃体有无脓点或红肿，前后腭及软
腭有无异常；观察喉咽部，用纤维喉镜进行望诊，观察舌根部、
会厌等部位有无异物或赘生物，会厌活动是否正常，喉部粘膜

会之处，与经络气血关系密切；咽喉为人体之要冲，也是经脉

有无充血、红肿、赘生物等；声室、声带活动情况及有无肥厚

循行聚集交会之处。说明耳鼻咽喉与脏腑经络关系密切。脏腑

增生等。最后进行喉的外部观察。观察大小是否正常、居中、

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可以体现在耳鼻咽喉上；而耳鼻咽喉等

对称，有无红肿、充血、畸形等。

器官的病变也可以影响到脏腑经络等内在。所以，通过对耳鼻

2.4 分泌物望诊望

咽喉的局部望诊，不仅可以辨别耳鼻咽喉的局部病变，还可以

分泌物可辨局部疾患的虚实寒热。耳部流脓，主要观察其

通过外在把握内在精气血液的盛衰。

流脓时间、脓液颜色、气味、质地等方面以进行辨证；鼻涕，

2.1 耳部望诊

主要观察其性质、质地、色泽、气味等方面以进行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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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望诊

判断疾病的转归和预后。
《舌辩指南》曰：
“舌为心之外候，苔

整体望诊包括察胃气和察神。胃气是人体气血津液之源泉，胃
气的盛衰与否关系到生命活动的盛衰存亡以及疾病的预后。关
于胃气的视察方法，
《内经》描述的很清楚：
“赤欲如白裹朱，
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
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
苍。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
外在形态表现，体现为人体的脏腑功能活动和精神意识状态等
方面。望诊之法，就是要观察人体的胃气、神气盛衰的情况，
以此来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
4

乃胃之明证，察苔可知正气之盛衰，验苔已识邪之出入。
”
总之，望诊是耳鼻咽喉科的诊疗过程中一种重要手段。只
有正确掌握望诊，才有可能进行耳鼻咽喉专科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但望诊也不仅仅是局部望诊，还必须结合整体望诊和舌象
望诊，在此基础上结合闻问切三诊，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做到整体审察。
参考文献：
[1]郑红斌.略述《望诊遵经》对内经理论的继承发挥[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舌诊观察

1987,3

傅松元在《舌苔统志》中指出“无论外感内伤，以察舌为

[2]魏炯洲.慢性鼻窦炎的证治探讨[J].中医耳鼻喉科学研究,2009,4

最有凭”
。望舌是望诊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望舌体形态，舌色，
舌苔厚薄、颜色等。通过观察舌象的改变，能正确了解人体内
编辑：赵玉娟

正气的盛衰、疾病的性质、病邪的深浅、病情的轻重，还可以

编号：ER-12122001（修回：2013-02-09）

炮制对于中药化学成分的影响
Effect of processing on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TCM
胡振宁
（华容县中医医院，湖南 华容，414200）
中图分类号：R2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099-02

【摘 要】 在中药应用于临床前，都需要经过系列的加工处理。其中炮制是一种中药加工的特殊方法。其中加热，浸水等步
骤将会导致中药的化学成分产生量变及质变。本文通过分析中药炮制中药物的化学变化，探讨主要中药成分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
情况，从而阐述在炮制中如何避免有效成分流失，提升产出率。并进一步结合中药的药理作用改变，对炮制过程中药化学成分改
变在临床应用中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安全用药，有效用药。
【关键词】 炮制；中药；化学成分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effect of processing on the TCM chemical components was analyzed, and the variations in this
process were investigated to avoid loss of active components and upgrade the output rate. And the variations of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were combin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variation of chemical components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Processing; TCM; Chemical componen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61
中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员，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

变化，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报道，将具体的化学变化情况进行分

而在如今，随着中西医结合的不断深化，中药现代化的研发也

类如下。

是中药开发利用的热点。通过对那些经过千百年的治疗证实有

1.1 水解变化及缩合反应

效的中药方剂进行药物的提取和提纯。不仅能够提升药物的治

在炮制过程中，一些毒性较大的化学物质通过发生水解反

疗效应、也有利于对中药进行研发，作用机理探讨。其中，中

应可以达到减少毒性或者消除毒性的目的，例如，在川乌、草

药炮制就是一种重要的中药加工方式。该方式通过加热、辅料

乌、附子等药材中含量较高的毒性物质双酯型生物碱。这些生

等方式，使得中药中的化学成分发生改变，有的分解或转化为

物碱通过水解脱去苯甲酰基，从而生成毒性小的氨基醇式生物

其他物质，有的则被浓缩和提取出来。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性

碱。除了解毒外，水解反应还能提升有效成分及药效。例如，

及炮制过程的非特异性，在炮制过程中中药化学成分的变化一

在鲜人参中，含有天然形成的皂苷丙二酸单酰基人参皂苷 Rbl、

直是一个比较难以控制的问题，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及工作中的

Rb、Rc 和 Rd，但是在炮制成红参后，则转变为人参皂苷 Rg2，

观察，将炮制对于中药化学成分的影响的相关心得体会总结如

Rg3，Rh1，Rb1、Rb2 等。形成这种产物的主要化学变化为丙

下。

二酸单酰基人参皂苷因受热水解脱去丙二酸，同时脱掉相应的

1

炮制过程中的化学变化

糖链及糖链末端糖。除了水解反应外，也有一些物质在炮制过

在进行中药炮制的过程中，根据提取时间、温度，酸碱度

程中发生缩合，由小分子物质生成大分子物质。例如鲜人参中

的不同，以及目的产物的差异，会发生各种不同而复杂的化学

的麦芽糖和氨基酸通过 Maillard 反应及脱水缩合反应，生成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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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酚。生地黄炮制过程中生成的果糖与氨基酸通过缩合反应生

效。

成蛋白黑素，使炮制后的地黄外观表现为黑色。

2.3 多糖类
多糖类物质也是中药中普遍存在的药物成分，具有抗病

1.2 氧化反应
在炮制环境下，药物中常有部分活性成分损失。造成损失

毒、抗肿瘤的药理作用。多糖类物质多不溶于水。在炮制中的

的重要原因及这些还原性强的药物成分在炮制过程中发生了

主要目的是保留而增加多糖含量。其中，通过酒炒的炮制方式，

氧化反应。例如：马钱子的主要药物成分士的宁和马钱子碱。

可以更多的提升多糖提取量。例如，黄芪在分别通过酒制、盐

但是在高温炮制中，两者发生氧化反应而流失。此外，在白术

制、蜜制等炮制方式后，多糖含量均高于生黄芪，分别为 9.26%，

的炮制中，苍木酮含量减低，苍术内酯含量升高，这便是由于

8.20%，7.20%，显著高于生黄芪的 3.92%。

在炒制时，其中的苍术酮被氧化，生成了羟基苍术内酯。

2.4 蛋白质、氨基酸类
蛋白质、氨基酸是生物活性成分高而不稳定的一类物质。

1.3 异构化
在中药制剂中，药物分子构向与其药理作用密切相关，同

具有易溶于水、遇热不稳定等化学性质。炮制常导致此类物质

一物质的不同构向，药理作用完全不同。在炮制中，外界炮制

变性。例如，滑石粉烫制水蛭后，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显著下

环境常常导致人参的构向发生改变。例如：鲜人参经加热干燥

降；明党参炮制后，总游离氨基酸损失了 68.9%。此外，炮制

或蒸制加工成红参时。根中部分天然 s-构型的人参皂苷在发生

过程中，蛋白质成分的破坏也是对于药物去毒的重要过程，例

水解的同时产生 R-构型的次级苷。人参皂苷 Re，在发生水解

如文火炒至焦黄时，苍耳子含量减低，从而实现减毒目的。

反应后的同时异构化成 20（R）-人参皂苷 Rg2。

2.5 有机酸类
有机酸广泛见于酸味果实。低分子有机酸水溶性好，水制

1.4 置换及分解
置换反应及分解反应也是炮制中常见的化学反应。例如：

下流失严重。且不耐高温高压处理，易变质。在炮制的过程中，

在川乌、草乌、的炮制过程中，乌头碱类生物碱 8 位上的乙酰

根据是否需要有机酸进行选择。例如山楂的有机酸对于肠胃刺

基在缓和加热条件下被脂酰基置换，生成毒性较小的脂生物碱

激大，通过炒制后，其有机酸含量仅为生山楂的 16%，极大减

类。而炮制后的黄连中含有的小檗红碱，也是在生黄连中没有

轻药物刺激。但又如升麻中的有机酸是药物成分，使用软化切

的，分析认为这种物质的形成是小檗碱在加热过程中脱去一个

片炮制方式导致大量有机酸在浸润中流失，因此常常选择喷淋

甲基转变成的。

浸润处理予以保留。

2

炮制对中药中各种成分的影响
中药中的主要药物成分十分复杂，其中包括生物碱、苷类、

挥发油类、多糖类、蛋白质氨基酸类、鞣质类、有机酸、无机

2.6 无机物类
无机物类成分多见于矿物和贝壳类药物。这些物质多易溶
于水，化学性质稳定，此外，部分盐类还有结合水，并与有机
物一同形成结晶。在炮制过程中，通过高温方式、酸溶解的方

物等。在炮制过程中，这些化学物质都将受到相应影响产生不

式，可使得部分盐类脱水，溶解，药性改变。例如，对于明矾

同的转变，笔者整理分类了不同物质的炮制转变，具体分析如

进行煅烧后，其失去结晶水，具有凝固蛋白，干燥收敛的药效。

下。

又如使用醋淬的方式溶解火煅后的磁石，使得氧化铁转变为铁

2.1 生物碱类

盐，从而易于被机体吸收而发挥疗效。

生物碱的最普遍化学性质为高温下不稳定。因此在炮制过
程中的高温处理，常常会破坏药物中的生物碱成分，在传统的

3

总

结

炮制工艺中的高温高压水浸方式，使得大量生物碱流失，改用

笔者通过上述分析炮制过程中的化学反应以及中药中相

控制温度，水浸时间的方式，可以保留这些成分。例如：在槟

关药物类别的变化，总结认为，中药在炮制过程中，通过水解

榔饮片的炮制过程中，传统方法浸润处理加工后的槟榔碱含量

缩合，异构化，氧化，置换分解等几个途径来完成。这些化学

仅为生槟榔的 75%，但是使用控制温度的冷压浸法，槟榔碱炮

变化导致药物成分的数量和质量改变。而炮制的目的在于减低

制后含量能达到炮制前的 90%。

药物毒性，提升药物效力。因此，研究分析药物化学反应的类

2.2 苷类

别以及药物中不同种类在化学反应中的转变，有利于制定合理

苷类物质易溶于水和酒精。在炮制过程中，药材来源的不

的炮制工艺和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有利于更科学有效

同以及提取溶剂的差异，会影响到苷类物质的获得量。苷类物

的实现中药的现代化使用。

质通常都是中药成分中的重要作用物质，也是药物炮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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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定配合悬吊牵引治疗桡骨远端
骨折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with manipulative, small
splint fix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uspension traction treatment
唐珍岁
（湖南省双牌县人民医院，湖南 双牌，425200）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101-02

【摘 要】目的：探讨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定配合悬吊复位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2010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对 100 例桡骨远端骨折患者采用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定配合悬吊牵引方案治疗，运用 Green-O`Brien 腕关节评分标准评价治疗
效果。结果：所有患者均获 6 个月以上随访，患者疼痛由治疗前的（11.3±2.7）缓解为（23.7±4.2）分，腕关节功能情况由治疗
前（14.3±2.5）分改善为（22.7±2.3）分，活动范围由治疗前的（10.2±2.1）分改善为（19.3±3.7）分；握力由治疗前的（8.2±3.6）
分增加为（23.1±4.3）分。结论：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定配合悬吊牵引治疗桡骨远端骨折可以缓解疼痛，恢复腕关节功能，具有
很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悬吊牵引；桡骨远端骨折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anipulative, small splint fix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uspension
traction treatment on treating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Methods: 100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1 were treated
with manipulative , small splint external fixation combined with suspension traction therapy. And Green-O`Brien wrist score standard was
used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rapeutic effect.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up visited for at least 6 months. The pain score in patients
with remission was (11.3±2.7) and improved to (23.7±4.2), while the wrist function improved from (14.3±2.5)to (22.7±2.3), and the
range of activities improved (10.2±2.1) to (19.3±3.7); and the grip strength increased from (8.2±3.6) to (23.1±4.3). Conclusion: The
manipulative, small splint fix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uspension traction can relieve pain, restore wrist function, and has good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Keywords】 Manipulative; Small splint fixation; Suspension traction;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62
桡骨远端骨折为临床常见的损伤，是骨科门诊以及创伤科

合并伤。

住院部最为常见的多发病种。桡骨远端骨折多因跌倒时手部着

1.2 治疗方法

地所致，因受伤姿势和骨折端移位不同而分为向背侧移位的伸

1.2.1 手法整复

直型骨折（Colles 骨折）、向掌侧移位的屈曲型骨折（Smiths

对于年轻患者直接手法整复，老年患者如疼痛敏感则采用

骨折）以及损伤涉及关节面的 Barton 骨折。对于未伤及关节面

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后行手法整复。Colles 骨折患者：助手握患

的患者临床上采用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定能取得良好疗效。自

者前臂近端，术者双手拇指并列置于患者腕部背侧，余四指置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笔者采用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定

于患者腕部掌侧，握大小鱼际，使前臂旋前手心向下，徐徐拔

配合悬吊牵引治疗 100 例桡骨远端骨折，疗效满意，现报道如

伸牵引，直至听到骨折复位的响声后双手配合用力，将患者腕

下。

关节掌屈约 90°，检查骨折部位折端对位情况。Smiths 骨折患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00 例桡骨远端骨折患者，其中男 34 例，女 66 例；

者，整复时患者手心向上，术者双手握大小鱼际，助手做对抗
牵引，听到骨折复位响声后，双手用力使腕关节背伸约 90°，
检查骨折部位折端对位情况。
1.2.2 小夹板外固定

年龄 23～78 岁，平均 63.5 岁；受伤原因：跌倒致伤 79 例，

手法整复后由助手维持牵引状态下行小夹板固定。使用 4

高处坠落伤 21 例。骨折分型：Colles 骨折 73 例，Smiths 骨

块小夹板固定，Colles 骨折采取掌屈尺偏位固定：在骨折远端

折 27 例；所有患者均在受伤后 3d 内入院就诊，无神经血管

背侧及近端掌侧放置平垫，桡背侧夹板下端超过腕关节，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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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限制腕关节桡偏和背伸活动；Smiths 骨折采取背伸尺偏位固

1.3.2 功能状况
恢复伤前功能 25 分，轻度受限 20 分，明显受限但有部

定：远端的掌侧和近端的背侧各放置平垫，桡掌侧夹板下端超
过腕关节，以限制腕关节桡偏和掌屈活动。扎 3 条布带，布带

分活动功能 15 分，失去活动功能 0 分。

松紧度要适中，以能在夹板上能上下移动 1cm 为宜。治疗期间

1.3.3 活动范围
患腕屈伸弧度≥120°为 25 分，9l°～119°为 15 分，

需及时调整小夹板松紧度。固定 4～6 周，X 线片复查提示骨
折端模糊，有骨痂生长，骨折端无压痛，解除夹板。

6l°～90°为 l0 分，3l°～60°为 5 分；≤30°为 0 分；④

1.2.3 悬吊牵引

1.3.4 握力

骨折整复后，嘱病人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上举（高于心

达伤前水平为 25 分，正常水平的 75%～99%为 15 分，

脏 30cm）
，用绷带一头穿过远侧夹板扎带捆扎，另一头捆扎悬

50%～74%为 10 分，25%～49%为 5 分，≤24%为 0 分。总分

挂于牵引架上。持续牵引 3～5d 后，伤肢肿胀消退，改为屈肘

90～100 分为优，80～89 分为良，70～79 分为可，<70 分为

90°位，腕带悬吊制持续牵引 1 周。功能锻炼以指导患者主动

差。

行抓握训练和拇指对掌、外展活动为主。

2

1.3 疗效评价方法

结

果

本组 100 例患者均获 6 个月以上随访，骨折均 I 期愈合，

Cooney 等修订的 Green-0`Brien 的腕关节评分标准[1]，分
别从疼痛、功能、活动范围、握力 4 个方面进行评价。

无腕关节僵硬等并发症。拆除小夹板固定 1 个月后行

1.3.1 疼痛

Green-0`Brien 的腕关节评分：优 87 例，良 9 例，可 4 例。具

无疼痛 25 分，偶感轻微疼痛 20 分，可耐受的疼痛 15 分，

体各项评分。见表 1。

剧烈疼痛 0 分。
表 1 治疗前后 Green-0`Brien 的腕关节评分（ x ± s ，分）
项目

疼痛

功能

活动范围

握力

总分

治疗前

11.3±2.7

14.3±2.5

10.2±2.1

8.2±3.6

51.2±7.6

治疗后

23.7±4.2a

22.7±2.3a

19.3±3.7a

23.1±4.3a

89.1±7.9a

注：a 与治疗前比较，P<0.01，差别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临床工作者面对骨
折时多采用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目前临床上普遍存在重视术
后治疗、轻视保守治疗的现象，对于采用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
定能够治愈的患者，也有一部分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闭合复位外
固定治疗，而是不恰当的直接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手术治疗[2]。
笔者通过临床采用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定配合悬吊牵引治疗
桡骨远端骨折 100 例，取得满意疗效。治疗后患者腕关节疼痛
明显缓解，腕关节功能以及活动范围均有明显提高，握力基本
恢复正常。故笔者认为对于损伤为涉及关节面的桡骨远端骨
折，如 Colles 骨折、Smiths 骨折可以采用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

成 Colles 骨折来处理，其结果就不言而喻。故应重视受伤史、
体格检查以及 X 线片，明确骨折类型。②整复前应持续牵引到
位，牵引具有纠正短缩移位、牵开骨折断端之间的肌肉组织、
放松肌肉等作用。牵引应持续轻柔，切忌使用猛劲暴力 [3] 。
③小夹板固定后采用悬吊复位，其一保持伤肢高位放置，有
利于伤肢消肿；其二可以配合小夹板固定防止骨折断端移位[4]。
采用悬吊牵引与早期功能锻炼并不冲突，牵引期间患者可以主
动行抓握训练和拇指对掌、外展等活动。④早期功能锻炼，中
医治疗骨折的原则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手法整复骨折后，
应尽早行功能锻炼，避免遗留关节僵硬等并发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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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906
[3]王兴凯,杨付晋,苏晓龙.手法整复小夹板外固定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
观察[J].中国骨伤,2010,23(8):573-574
[4]王娟.手法整复双带悬吊牵引治疗桡骨远端骨折[J].中医正骨,2008,20(7):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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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疗法联合穴位点按治疗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ervical vertebra diseases by
traction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acupoint massage
刘国林
（云南省体育运动创伤专科医院，云南 昆明，650041）
中图分类号：R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103-02

证型：ADI

【摘 要】 目的：探讨临床治疗颈椎病中采用牵引疗法联合穴位点按的治疗效果。方法：本文将选取 152 例颈椎病患者的临
床治疗资料进行回顾分析。结果：患者经过临床治疗，其中观察组显效者 50 例，总有效率 97.37%；对照组显效者 24 例，总有效
率 89.47%，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结论：通过采取牵引疗法联合穴位点按，可实现颈部保持有节奏的反复放松与拉紧活动；
按摩头、颈椎、肩部；缓解枕、颌部位的压迫感；舒张扭曲的椎动脉，进而有效改善颈部肌肉的血液循环，最终达到缓解或治愈
颈椎病之目的。
【关键词】 颈椎病；牵引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cervical vertebra diseases with traction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acupoint massag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52 cases cervical vertebra diseases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 After treatment,
50 cases were effective in the treated group,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7.37%, while 24 cases were effective in thecontrol group,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89.47%,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raction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acupoint massage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cervical vertebra diseases.
【Keywords】 Cervical vertebra disease；Traction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63
颈椎病是较为常见且多发的临床疾病之一，近几年颈椎病

观察组：本组患者首先采用颌枕带悬吊牵引行卧位间歇牵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在临床上牵引疗法已经成为一

引治疗方法，牵引总时间设定为 20～30min，持续牵引时间为

种常见的治疗手段。随着国内、外医学工作者对牵引着治疗法

15～20min，间歇牵引时间为 5min。持续牵引质量为患者体重

的不断改进与创新，使得牵引技术获得了进一步的优化。在本

的 20%左右为宜，而间接性牵引质量为患者体重的 15%左右为

文的临床研究中，笔者将对 76 例颈椎病患者采取牵引治疗法

宜。牵引剂量需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从小剂量逐渐增加剂量，

联合穴位点按进行临床治疗，均取得了良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最终以达到临床症状消失或者患者感觉舒适即可。在牵引的同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研究对象均选自于笔者所在科室近两年收治的 152 例

时对患者进行穴位点按，依次采用拇指重力点按以下穴位：风
池穴、肩井穴、风池与肩井连线中点穴，双肩胛岗内侧角，双
肩胛骨下角，肩骨禺穴。每个穴位各按 24 次，点按的轻重以
患者能够承受为宜。

颈椎病患者，其中男性 91 例，女性 61 例，患者年龄为 32～71

对照组：本组同样采用颌枕带悬吊牵引行传统坐位持续牵

岁（平均为 45.7 岁）
；本文病例的病程，105 例患者<1 年，47

引方法进行治疗。其中牵引的时间一般为 15～30min。牵引质

例患者为 1～10 年；其中椎动脉型为 24 例，脊髓型为 10 例，

量一般为 10～20kg 为宜，并随治疗进行而逐渐增加质量，以

神经根型为 86 例，神经根和椎动脉混合型为 32 例。本文研究

达到临床症状消失或者患者感觉舒适即可。牵引角度一般为

中，我们随机将病例分为观察组（间歇牵引方法联合穴位点按）

0～5°左右为最佳。

与对照组（传统坐位持续牵引法）
（各 76 例）
，两组患者一般

两组患者牵引次数均为 1 次/d，每个疗程一般为 10 次，治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疗 2 个疗程后可间歇 2d。

1.2 颈椎病概述

1.4 疗效标准

颈椎病的发病主要是由于患者的颈椎间盘出现推行性变

本文临床疗效判定标准，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均

以及颈椎发生骨质增生而引发的一系列综合性临床症状疾病。

消失或者消失 80%；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出现明显好

根据颈椎病的分类标准分为：椎动脉型、脊髓型、神经根型、

转；无效：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与治疗前无任何改善。

神经根和椎动脉混合型等等。该病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患者
的颈、肩胛上背、肩臂及胸前区等部位有疼痛感，肌肉萎缩，
手臂麻木，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四肢瘫痪。
1.3 治疗方法

2

结

果

两组患者通过采取不同的牵引治疗方法，其中观察组显效
者 50 例，总有效率 97.37%；对照组显效者 24 例，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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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7%，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
3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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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7%；对照组显效者 24 例，总有效率 89.47%，差异具有显
著性（P<0.05）
。

论

综上所述，卧位间歇牵引法联合穴位点按已经成为目前临

颈椎病已经成为中老年人群的常见疾病之一，该病还具有

床治疗颈椎病的主要手段之一，其可有效实现改善局部血液循

治疗时间长且极易反复发作等特点，目前，在临床治疗方面应

环，缓解疼痛以及迅速消肿、消炎之目的，另外还可有效缩短

用最多的有效治疗手段为牵引治疗法[1]。

治疗时间，因而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间歇牵引治疗的临床治疗特点：①通过进行间歇牵引，可
起到按摩头、颈椎、肩部的作用；②间歇性牵引，可放松颈部

参考文献：

肌肉以及实现松弛交替运动，这种运动也符合了人体肌肉收缩

[1]杨利学,酒涛,刘智斌,等.角度牵引下不同时间与重量对颈椎病疗效影响的

与松弛交替的生理功能规律，同时还可舒张扭曲的椎动脉，进

临床研究[J].现代中医药,2009,29(3):5-7

[2]

而有效改善颈部肌肉的血液循环 。在牵引基础上配合进行穴

[2]吴 超英 . 牵引 治疗 颈椎 病的 临床研 究 进展 [J].中 国中 医骨 伤科 杂志 ,

位点按，可进一步提升临床治疗效果。通过本文的临床研究，

2010,18(9):71-72

其结果显示通过治疗后，其中观察组显效者 50 例，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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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amax 引导白内障手术术后屈光状态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refraction circumstance after cataract operation under
the conduct of Astramax
杨卫国 王庆金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061000）
中图分类号：R32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104-02

【摘 要】 目的：观察根据雷赛 Astramax 三维角膜综合检查站引导下超乳手术切口的选择对术后散光的影响。方法：对我
院临床符合老年性白内障并进行超声乳化手术治疗的患者，选择单纯老年性白内障排除合并其他眼病的患者纳入临床观察，术前
均行视力、眼压、裂隙灯、眼底、电脑验光和 A/B 超、雷赛 Astramax 三维角膜综合检查站检查，选择平均角膜地形图提供的角膜
曲率Ｋ值进行手术设计：在角膜曲率最大子午线方向做透明角膜切口，矫正散光。手术后 1d、1w、1m、3m 对患者进行视力、裂
隙灯、眼底及角膜地形图检查，观察角膜散光度变化。积累资料后进行分析和总结，所得数据用

x ± s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SPSS 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①视力:本组病例术后 1d、1w、1m、3m 视力均不同程度提高；②术后散光: 术后
1w、1m、3m 后作角膜地形图检查对比，术后散光均较术前明显改善，且术后 1w 与术后 1m、3m 比较平均散光度有明显改善，
术后 1m 与 3m 之间平均散光度无明显差异。结论：根据雷赛 Astramax 三维角膜综合检查站引导下选择超乳手术切口提高视力同
时减少术后散光。
【关键词】 白内障；散光；角膜地形图；Astramax；手术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ccording to the integrate inspection of Astramax 3D cornea. Methods: The
simple age-related cataract was eliminated and the patients combined with other ophthalmopathy were selected into observation. Many
kinds of preoperative inspections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operation was designed by corneal curvature K value. Results: The eyesight of
the group improved on different degree. The astigmatism after operatio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Smallest perative incision
was applied to increase the eyesight and decrease astigmatism according to astramax 3D cornea integrative inspection.
【Keywords】 Cataract; Astigmatism; Corneal topography; Astramax; Oper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64
近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因素，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发病率逐

态对手术效果的影响日益受到临床医师的重视，而利用角膜地

年升高。早期即使给予药物治疗，效果亦不确定，晚期需手术

形图等先进设备引导手术切口也得到了一定的疗效。本研究采

治疗。作为复明手术，随着人民生活、文化及经济水平的提高，

用先进的雷赛 Astramax 三维角膜综合检查站引导手术切口，

人们对白内障手术后的视觉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近年来随

减少手术源性散光，提高术后的视觉质量，给临床手术提供准

着超声乳化手术的广泛开展、不断更新，因手术引起的屈光状

确的依据，达到为广大白内障患者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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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切口，前房内注入粘弹剂，环形撕囊，水分离，以 30%～40%
的超声能量，200～300mmHg 的负压，囊袋内超声乳化，吸出

1.1 一般资料
2009 年 12 月～2011 年 6 月，我院收治有年龄相关性白内
障并有角膜散光，排除合并其他眼病的患者 90 例 90 眼，男 58
眼，女 32 眼；年龄 48～80 岁，平均 62 岁；术前视力：眼前
指数～0.4，作角膜地形图检查，确定最大子午线的方位。术后
1d、1w、1m、3m 对患者进行视力、裂隙灯、眼底观察视力变
化。术后 1w、1m、3m 再次行角膜地形图检查、对比。
1.2 手术方法
超声乳化仪为美国眼力健公司 Compact。术前复方托品酰
胺眼水扩瞳，聚维酮碘冲洗术眼结膜囊，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表面麻醉下根据角膜地形图选择最大子午线方向作透明角膜

晶体核，注吸残留皮质，植入折叠人工晶体，置换粘弹剂。在
角膜切口处注入平衡液，切口自闭。术毕结膜下注射地塞米松
＋庆大霉素，包扎术眼。
2

结

果

2.1 视力
术后裸眼视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以术后 1w 到术
后 1m 间视力变化快，1～3m 视力变化较慢，趋于稳定，且术
后 1d、1w、1m、3m 均以裸眼视力 0.5～0.9 区间所占比重为最
大。见表 1。

表 1 术后不同时间裸眼视力分布情况
0.1～0.4

0.5～0.9

≥1.0

眼数（%）

眼数（%）

眼数（%）

术后 1d

15（16.7）

58（64.4）

17（18.9）

术后 1w

12（13.3）

59（65.6）

19（21.1）

术后 1m

10（11.1）

55（61.1）

25（27.8）

术后 3m

7（7.8）

55（61.1）

28（31.1）

2.2 散光

上，应用先进的雷赛 Astramax 三维角膜综合检查站引导手术

术前该组患者平均角膜散光度为（1.63±0.25）D，术后
1w 平均角膜散光度为（1.13±0.36）D，术后 1m 平均角膜散

切口，证明此方法减少了手术源性散光，提高了术后的视觉质
量。

光度为（0.91±0.20）D，术后 3m 平均角膜散光度为（0.89±

雷赛 Astramax 三维角膜综合检查站采用计算机图像分析

0.19）D，术后各期的平均角膜散光均低于术前的平均散光；

系统，将投射到角膜表面上的影像进行摄影，经程序软件处理

术后 1w、1m、3m 与术前相比平均散光度的变化值之间差异均

后将影像数字化，再用彩色编码绘制出地形图。可以直观、详

有统计学意义（P<0.01）
；术后 1w 与术后 1m 相比平均散光度

尽而准确地获得角膜前表面曲率的定性和定量信息，我们可以

的变化值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0.01）
；术后 1w 与术后 3m 相

轻而易举地把透明角膜切口选择在角膜最大屈光轴上。

比平均散光度的变化值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1）
；术后 1m

本研究中，术后各期角膜散光度均较术前有不同程度的降

与术后 3m 相比平均散光度的变化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低，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而且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

（P>0.05）
，说明术后 3m 角膜散光度基本趋于稳定。
（见表 2）

手术源性角膜散光度逐渐减小，于术后 3m 散光度基本稳定。

表 2 角膜地形图引导下手术前后散光度比较度（ x ± s ，D）

也就是说，根据雷赛 Astramax 三维角膜综合检查站引导手术

散光度
P
P’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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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

术后 1w

术后 1m

术后 3m

1.63±0.25

1.13±0.36

0.91±0.20

0.89±0.19

<0.01

<0.01

<0.01

<0.01

<0.01
>0.05

论

切口，即选择角膜曲率最大子午线方向做透明角膜切口可以减
少术后散光，提高视力的同时提高了视觉质量。
参考文献：
[1]徐小明,项振扬,张琦,等.白内障术中采用选择性切口对降低术前角膜散光
的作用.临床眼科杂志,2007,15(2):122-124
[2]钱进,王军,康惠娟.不同方向透明角膜小切口白内障术后角膜散光比较.眼
科[J],2005,14(1):31-33

白内障患者术前大多数存在不同程度的角膜散光，大约有
15%～20%的白内障患者术前散光大于 1.50D，这将影响术后
视力的恢复，白内障术中或术后降低术前角膜散光可以进一步
提高术后裸眼视力[1]。研究表明[2-4]不同方向角膜切口可以影响

[3]王丽,周永祚,肖耀廷.角膜地形图引导下白内障手术角膜切口对术后散光
影响.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2008,30(2):96-98
[4]苏定旺,钟丘,岑志敏,刘水,刘浇艺.白内障超声乳化术 3.2mm 透明角膜切
口术源性散光的分析.国际眼科杂志,2010,10(1)57-60

术后角膜散光度，而选择最大子午线方向做角膜切口较其他方
位角膜切口造成的手术源性散光大大降低；本研究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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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上消化道出血抢救观察与护理
Discussion on the rescue and nursing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马秀梅
（山东省苍山县中医医院，山东 苍山，277700）
中图分类号：R573.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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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上消化道出血的抢救观察和护理体会措施，以提高疗效及护理质量。方法：回顾分析 13 例上消化道
出血病人的临床救治、观察要点，护理方法及效果，并对采取的综合护理措施进行总结分析。结果：经过精心的治疗与护理，在
临床上均能取得很好的治愈效果，降低死亡率，达到康复的目的。结论:上消化道出血是临床常见急症，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临床
护理观察是临床诊断治疗的科学根据。
【关键词】 上消化道出血；出血救治；病情观察；护理体会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summarize the rescue observe and nursing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purpose to
improve efficacy and the quality of care. Methods: To review and analyze clinical treatment, observation points, caring and effect of 13
cases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patients. Results: Because of careful treatment and caring, good clinical healing effect was obtained.
The mortality rate reduce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habilitation. Conclusion: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s a common acute disease,
but clinical caring observation is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uring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Keywords】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Bleeding rescue; Condition observation; Car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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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化道出血是指屈氏韧带以上的消化道（食管、胃十二

用生理盐水，林格氏液加乳酸钠，低分子右旋糖酐或其他血浆

指肠、胰腺、胆道）的出血，临床表现为呕血、黑便常伴有不

代用品，同时遵医嘱立即为患者作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试验，

同程度的失血性周围循环衰竭，若出血量过大、出血不止，或

准备输血，输血量及速度，可依据出血的程度而定。如进行加

不采取适当及时的处理措施，严重者可导致死亡。因此，做好

压输血时，护士应密切守护，严防输血终了，空气随之进入血

患者的临床观察和精心细致护理非常重要。

管造成栓塞。同时监测中心静脉压和尿量，血细胞比容，吸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我院于 2011 年 7 月～2012 年 6 月，笔者参与抢救护理上

以改善组织缺血缺氧，适当用镇静剂，以免因患者紧张，引起
更大量的出血。②积极止血：根据医嘱应用止血药或执行止血
措施。药物止血：①在 500ml 生理盐水中，加去甲肾上腺素 10～
20mg，经胃管缓慢滴入，如能口服者，可每 2h 口服 50ml，适

消化道出血患者 13 例，并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并从中取

用于胃十二指肠出血。②抑止胃酸分泌，提高胃内 pH 值具有

得了经验，现将体会总结。

止血作用。如奥美拉唑每次 40mg，每 12h1 次静脉滴注。③食

病例：13 例患者中，男性 8 例，女性 5 例。其中有肝硬化

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用垂体后叶素时，稀释后应缓慢静

病史者 4 例，胃、十二指肠溃疡 6 例，急性糜烂性胃炎 2 例，

脉注射或静脉输入，速度不宜过快，以防出现副作用（对高血

胃癌 1 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呕血、便血和休克症状。

压、冠心病及孕妇忌用）。③气囊压迫止血：三腔两囊管适应

1.2 救治原则

于门脉高压引起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引起的大出血。经鼻

1.2.1 一般处理

腔或口腔插入三腔两囊管进入胃腔后先抽出胃内积血然后注

病人应安静卧床，保温、防止着凉或过热，一般不用热水

气入胃囊（囊内 150～200ml）向外加压牵引用以压迫胃底。若

袋保温，过热可使周围血管扩张，血压下降，避免不必要的搬

未能止血再注入食管囊气体（囊内 100ml）压迫食管曲张静脉，

动，呕血时应立即将病人头偏向一侧，以免血液呛入气管而造

气囊压迫止血效果显著。④内镜直视下止血注射硬化剂、从而

成窒息。护理人员应关心安慰、耐心、和蔼地对待患者，熟练

达到止血的目的。

的操作可给患者以安全感，减轻其恐惧心理，积极配合治疗。

1.3 加强观察

1.2.2 抢救处理

1.3.1 病情观察

在抢救患者时，护士必须保持沉着冷静，头脑清醒，动作

心电监护严密观察患者的体温、血压、脉搏、呼吸、神志

敏捷、熟练。①迅速补充血容量：立即建立 1～2 条静脉通路，

改变，观察尿量，要准确记录 24h 出入量，有休克时留置尿管，

同时争取时间尽快用 9 号针头进行输液。开始输液宜快，一般

测量每小时尿量，应保持尿量>30ml/h。注意呕吐物及粪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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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量及颜色，呕血及便血的颜色，取绝于出血量的多少及

1.4.4 健康指导

血在消化道内停留的时间，如出血量多，停留的时间短，颜色

帮助掌握有关病症的病因、预防、治疗知识，以减少再度

新鲜或有血块，出血量少，停留时间长则颜色比较暗或黑色，

出血的危险；在医生指导下用药，避免乱用药物，以免诱发出

伴有呕吐者，一般比单纯黑便者出血量大，当病人出现口渴、

血；保持心情平稳，身心愉快，劳逸结合，生活规律，充足睡

烦躁，出冷汗、黑朦、晕厥等症状时，应考虑有新鲜出血。

眠；注意饮食卫生和饮食规律，进营养丰富，易消化的食物；

1.3.2 观察出血情况估计出血量

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长期随诊，并且交给患者和

可根据症状、脉搏、血压、血红蛋白浓度等估计出血的程
度。轻度出血：患者有头晕、乏力。估计出血量约占总血容量
10%以下（小于 400ml）
；中度出血：病人有面包苍白、烦躁、

家属如何早期识别出血征象及应急措施。
2

结

果

心悸、口渴、尿少等症状，脉搏 100 次/min 左右，收缩压降至

通过对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实施全面、精细的基础护理，更

90～100mmHg，血红蛋白 70～100g/L，估计出血量约占总血

加认识到细心的病情观察和饮食指导尤为重要，重视心理护理

容量 20%（1000ml 左右）
；重度出血：患者除有面色、口唇苍

及健康教育，密切配合医生积极抢救，是提高护理质量及提高

白外，还有休克症状，脉搏细速、出冷汗、甚至无尿等。脉搏

抢救成功率的关键。同时增强了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信任

大于 120 次/min，收缩低于 80mmHg，血红蛋白低于 70g/L，

感，改善了护患关系。本组 13 例患者，全部抢救成功，无 1

估计出血量占总血容量 30%（大于 1500ml） 。

例死亡，全部康复出院。

1.4 护理

3

[1]

讨

论

常规消化道出血的护理。
1.4.1 三腔两囊管压迫止血的护理
插管前先要检查气囊是否漏气，管腔是否通畅，并分别标
记出三个腔的通量。插管前先将管前段气囊部及患者鼻腔处涂
以液体石蜡润滑，并用注射器抽尽气囊内残留气体后夹闭导
管。患者斜坡卧位，自鼻腔内插入三腔管，至咽喉部嘱患者做
吞咽动作当到达 65cm 时并检查胃管是否在胃内，注射液可抽
出胃液。向胃囊及食囊内注气，用夹子夹紧，向外牵引三腔管，
遇阻力将管固定于患者面部，并用 250g 重的砂带通过滑车装
置牵引，并固定于床架上。每隔 12h 放气 1 次，每次为 30min，
以防发生压迫性溃疡，三腔管压迫期限为 72h，若出血不止可
适当延长。出血停止，72h 后拔出管，拔管前应嘱患者口服液
体石蜡 20ml 后拔管，口腔护理后给低蛋白流质饮食为宜。
1.4.2 加强基础护理，预防感染
出血后机体抵抗力下降，免疫功能紊乱易继发感染，因此，
患者绝对卧床休息，减少探视，需将患者安置在安静、温暖、
清洁的病房内，注意保暖，同时能增加患者舒适感，每次呕血
后及时做好口腔护理，减少口腔的血腥味，以免再次引起恶心、
呕吐。保持皮肤清洁，保持床铺整洁、干燥，晨、晚间护理采
用一床一套湿式清扫，用后消毒，每日空气消毒 2 次。

上消化道出血病情复杂、变化快，及时诊断与适当护理，
以防严重并发症。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从脱离危险到疾病痊愈过
程中，内科护理及观察是其诊断治疗的科学根据[2]。上消化道
出血经治疗可于短时间内停止出血，治疗以综合治疗为主。补
充血容量应根据患者全身情况、心率、循环状态、尿量等指标。
补液应注意避免因输液、输血过快、过多而引起肺水肿。在对
出血护理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基础性疾病进行治疗护理。消减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各种诱发因素，可以提高抢救的成功率，
降低死亡率，避免再次出血和减少并发症，从而达到康复的目
的。上消化道出血发病较突然，患者常常伴有一定程度的恐惧
感，因此，应做好心理护理，告诉患者不良的心理反应可以促
使病情加重，不利于止血；给患者以安全感，解除其紧张、恐
惧心理，有益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和进一步治疗的配合。要
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加强预见性护理意识，如部分消化道大出
血病人特别是肝硬化患者，出血前 3d 的脉搏明显增快，认真
观察，及时对症护理[3]。另外，一些不合理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需要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细致耐心的健康教育，促使患者增强
自我防范意识。
参考文献：

1.4.3 饮食护理
严重呕血或明显出血时，必须禁食，禁食是为了减少胃酸
分泌，减慢胃蠕动，避免食物刺激而加重出血，24h 后如不继
续出血，可给少量温凉流质易消化的饮食，病情稳定后，指导
患者要定时定量，少食多餐，避免进食粗糙、生冷、辛辣等刺
激性食物，同时要禁烟、酒、浓茶和咖啡。溃疡病病人应给牛
奶、蛋糕或豆浆等富于蛋白质的流质饮食，以后再改变饮食种
类和增加食量，食管下端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病人的饮食，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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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肝功障碍程度予以调节，有意识障碍的病人，应给予无蛋
白质饮食，有腹水者，应适当限制钠盐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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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钢板手术配合中药熏洗治疗肱骨髁间骨折
Double nickelclad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TCM fumigation and washing in
treating condyles bone fracture
聂 勇 王金刚 张春雷
（安徽省阜南县中医院，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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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总结手术治疗肱骨髁间骨折的疗效。方法：对近年手术治疗的 12 例随访资料完整的肱骨髁间粉碎型骨折
进行分析。平均随访 15 个月。结论：骨折粉碎及移位的程度是影响肱骨髁间骨折预后的重要因素。应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且选用
尺骨鹰嘴截骨入路，术中解剖复位，牢固固定，术后早期进行功能锻炼配合中药熏洗也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关键词】 肱骨；髁间骨折：手术治疗；中药熏洗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efficacy of operation treatment on condyles bone fracture. Methods: 12 cases of condyles
bone fracture with integrate follow-up documents were follow-up visited for 15 months on average and analyzed. Conclusion: Early
functional exercise combined with TCM fumigation and washing was an key point to increase efficacy.
【Keywords】 Humerus; Condyles bone fracture; Operation treatment; TCM fumigation and wash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66
肱骨髁间骨折是多发于成年人的严重的肘部创伤，由于其

和桡骨头撞击髁部和肘部肌肉的牵拉，不仅使关节面的完整性

为关节内骨折和特殊的解剖形态，如处理不当会造成肘关节活

破坏而且使关节囊和软组织广泛撕裂，常导致髁部骨折块移位

动障碍。

和旋转，正侧 X 线片可帮助评估骨折移位和粉碎程度，往往术

1

临床资料
本组 12 例，男 8 例，女 4 例；年龄 23～58 岁，平均 38

中的骨折情况比 X 线片的表现还要严重，所以判断骨折的粉碎
程度需要行多方位拍片或 CT 检查。特别是三维 CT 检查，了
解肱骨髁间骨折的分型和移位程度，才能正确地选择手术入路

岁。致伤原因：车祸伤 6 例，坠落伤和跌倒伤 6 例。闭合伤 10

和手术器械及内固定材料。

例，2 例开放骨折。合并伤：前臂骨折 4 例，肩关节脱位 2 例。

4.2 手术时机的选择

尺神经损伤 1 例。受伤至手术时间 1～10d，平均 4.5d。
2

治疗方法
手术入路：患者采用健侧卧位，患肢于侧台上，12 例全部

臂丛神经阻滞麻醉，全部行尺骨鹰嘴截骨入路。10 例行尺神经
游离前移。
骨折复位与固定方式：本组 12 例患者骨折暴露后，按拼
图方式为模版，以首先固定稳定大骨折块和将关节面解剖复位
为原则，可先用克式针和螺丝钉作暂时固定，将髁间骨折复位
成髁上骨折，然后根据骨折复位情况选择重建钢板，
“LCP”型
钢板，1/3 管型钢板内外侧双钢板牢固固定。本组 12 例全部解
剖复位。
3

结

果

对肱骨髁间骨折的手术治疗是越早越好。伤后 24h 内手术
与 1 周内手术的优良率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手术
时间超出 1 周者，其优良率明显下降，其原因于骨折端无血供，
在碎骨块部分吸收而影响骨折的复位及固定有关。
4.3 手术入路
入路的正确选择选择是是获得良好复位和可靠固定的关
键步骤，在早期使用肱三头肌舌状瓣较多，由于此方法创伤大
暴露远端和前侧较差，而且术后不能早期锻炼，易出现伸肘装
置粘连等缺点，现已被其他方法取代。尺骨鹰嘴截骨入路能很
好地暴露肱骨远端的结构，可以直视下进行骨折块的复位与固
定，能保存肱三头肌的完整性，将肌肉间的愈合变为骨与骨之
间的的愈合，从而减少了术后关节粘连，因暴露广泛可获得满
意复位和坚强固定，大多数患者可在术后 3～7d 开始进行关节

本组随访 12～20 个月，平均 15 个月。按改良 Gasse-baum

功能锻炼。该入路特别适用于 C2 和 C3 型肱骨髁间骨折。在应

评分系统评定肘关节术后疗效：优 9 例，良 2 例，差 1 例。优

用时截骨部位最好位于尺骨鹰嘴切迹的中点，因为此点损伤关

良率为 83%。

节软骨最少，截骨面呈“V”型以增加骨的接触面和固定时的

4

讨

论

稳固性，尺骨鹰嘴截骨的固定以选用两枚相互相平行的克式针
或 1 枚直径 6.5mm，长度不短于 6.5cm 的松质骨螺钉，再结合

4.1 正确判断骨折分型和移位程度是治疗肱骨髁间骨折的基础

钢丝以张力带形式达到术后即刻能锻炼的强度，本组未发生鹰

由于肱骨髁部解剖的特殊性，在受伤时因尺骨的滑车切迹

嘴截骨不愈合。经肱三头肌两侧入路不破坏伸肘装置，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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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损伤轻，利于术后早期功能锻炼，但是该入路对肘关节的

止痛。将药水凃檫患处，2～3 次/d。坚持用药 4～6 周，几乎

暴露不理想，迫使对肱三头肌过度牵拉，造成术后肌肉纤维化

所有患者肘关节都能达到功能恢复要求。

而影响伸肘功能，作者经过前期病例体会并比较后，尺骨鹰嘴

4.6 术后康复
术后及时有效的功能锻炼是手术疗效的保证，早期关节的

截骨入路应当为首选。

活动可以防止关节的纤维化和僵硬，我们体会患者应以主动锻

4.4 关于复位与内固定器械
肱骨髁间骨折的复位程度是肘关节功能恢复的关键，一般

炼为主辅助被动锻炼配合中药熏洗，循序渐进，禁忌操之过急

按三个步骤进行肱骨远端的复位，首先按拼图式将两髁整复，

强力被动活动，否则会增加关节周围的出血和伸肘装置的纤维

用克式针或全螺纹螺丝钉，骨栓固定在一起，尽量大可能使关

化，不利于关节功能的恢复；功能训练的强度应根据骨折的类

节面达到复位和平滑；最后将已组合在一起的髁部用重建钢

型、手术的入路以及固定的可靠程度而定，在理疗师的正确指

板、
“LCP”型钢板、1/3 管型钢板牢固固定在肱骨干骺端上。

导下则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不论 C1 型，C2 型，C3 型全用双钢板内外侧组合坚强固定，
以便术后肘关节可以早期功能锻炼。复位固定应尽量达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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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胆石症患者手术治疗体会及分析
Experience and analysis on treating senile cholelithiasis with operation
李纳新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二郎坪镇卫生院，河南 西峡，4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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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老年胆石症患者的临床特点、应对措施，手术治疗时机与术式、并发症及围手术期处理。方法：总结
并分析 126 例老年胆石症患者的临床特点、应对措施、手术治疗、并发症及围手术期处理。其中单纯胆囊切除 92 例；胆囊切除加
用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引流术 28 例；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 4 例，胆囊造瘘术 2 例。结果：术后治愈 113 例（89.7%）
，12 例
好转（9.5%）
，1 例死亡（0.8%）。结论：老年胆石症患者手术治疗应应明确诊断，正确应对，加强围手术期处理，选择适当的手
术时机和方式，提高治愈率，减少并发症。
【关键词】 老年；胆石症；手术；围手术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apy measures of senile cholelithiasis, as well as its
operation time, complications and treatments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Method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herapy measures, operation
therapy, complications and treatments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126 patients with senile cholelithiasis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mong them, 92 patients were removed cholecyst, 28 were given choledochus calculus removed T tube drainage more, 4 patients were
given choledochoduodenostomy, and 2 patients were given cholecyst fistulization. Results: 113 cases were cured, 12 cases became better, 1
cases was died. Conclusion: In the operation of senile cholelithiasis, clear diagnosis should be done, treatments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should be enhanced, and proper operation time should be chosen to increase the recovery rate and reduce the complications.
【Keywords】 Senile, Cholelithiasis; Operation; Perioperative peri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67
胆石症是常见胆道疾病，多由胆道系统中胆汁某些成分析
出，凝集形成结石，产生各级胆管内结石，引起剧烈腹痛、黄
疸、发烧等症状。老年胆石症患者因组织器官功能减退，免疫
力低下，合并症及并发症频发，病情发展迅速，死亡率较高。
因此，为提高老年胆石症患者治愈率，探讨老年胆石症患者的
临床特点，手术治疗时机与术式、并发症及围手术期处理显得

尤为重要。我科自 2007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收治老年胆石症
手术患者 126 例，疗效满意，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科 2007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收治的老年胆石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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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26 例，其中男 42 例，女 84 例；年龄 65～78 岁，平均年

体征不相符，注意检查胆囊区、肝区有无压痛，及时行 B 超检

龄（70.3±1.8）岁；胆石症病史 3d～15 年。单纯胆囊结石 103

查。鉴于老年胆石症易合并胆囊炎，引发胆囊积脓、胆囊穿孔

例（81.7%）
，肝内外胆管结石 23 例（18.3%）
。合并其他疾病

及胆管炎症，较为有效的方法是施行手术以去除感染灶，胆道

60 例（47.6%）
：其中冠心病、高血压病 25 例（19.8%）
，慢性

减压引流。

支气管炎、肺气肿 23 例（18.3%）
，糖尿病 12 例（9.5%）
。以

3.3 手术治疗时机

上患者均经 B 超和 CT 检查确诊。
1.2 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为：腹痛 123 例（97.6%）
，黄疸 25 例（19.8%）
，

老年患者手术耐受力低，病情发展迅速．死亡率高。多数
学者主张尽早择期手术，预防胆囊结石嵌顿穿孔、继发性胆管
结石、重症胆管炎、胆源性胰腺炎，胆囊癌等[2]。因此，选择

发热 38 例（30.2%）
，恶心呕吐 89 例（70.6%）
。典型 Charcot

最佳手术时机尤为重要。我们既要避免盲目手术，又不可错失

三联征 41 例（32.5%）
；血常规检查白细胞较正常升高 43 例

良机。①对症状、体征明确，胆囊明显肿大，疑胆囊颈结石嵌

（34.1%）
，降低 7 例（5.55%）
；肝功能不全 16 例、肾功能不

顿，畏寒发热，白细胞升高明显者；疑有胆囊穿孔、急性梗阻

全 10 例、低血钾 40 例、低血钠 14 例。

性化脓性胆管炎，同时伴腹膜炎、神经中毒症状和休克者，应

1.3 治疗方法

急诊手术，入院 48h 内进行；②对症状较轻，保守治疗缓解可

以上患者均行手术治疗，其中急诊手术 32 例，择期手术

能性大或合并较严重脏器功能不全者，先保守治疗，改善身体

94 例。行单纯胆囊切除术 92 例；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

状况后择期手术；③保守治疗 1～3d 效果不佳者，必要时仍手

“T”管引流术 28 例，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 4 例，胆囊造

术治疗，降低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

瘘术 2 例。

3.4 手术方式的选择

2

结

果

126 名患者经手术治疗，治愈 113 例（89.7%）
，好转 12

老年患者器官功能衰退，免疫力低下，手术风险与复杂程
度紧密相关。要求以挽救生命为中心，力求简单、有效及根治。
T 管引流和胆肠吻合能够解除梗阻，减少复发，病情允许且胆

例（9.5%）
，死亡 1 例（占 0.8%）死亡原因为多器官功能衰竭。

总管炎症水肿较轻，尽量行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胆囊三角

发生术后并发症 26 例（20.6%）
：包括①切口感染 9 例，经换

解剖不清，常规切除难度大，易损伤邻近胆管、血管者，可胆

药后治愈；②切口裂开 3 例，经Ⅱ期缝合后治愈；③腹腔感染

囊底部、体部切开胆囊壁吸净胆汁，取出结石，必要时行胆囊

3 例，经置管引流 7d 后治愈；④心衰 3 例、⑤肺部感染 6 例、

造瘘术[3]。对于一般情况较差患者，仅行胆囊造瘘，待好转后

⑥消化道溃疡出血 2 例，④⑤⑥均经内科治疗后痊愈出院。

再行二期手术；一般情况尚可，重要脏器功能损害较轻，可耐

3

讨

论

受手术患者，行彻底性手术；单纯性胆囊结石，自觉症状不明
显或轻微，身体状况良好患者，可行单纯胆囊切除术。

胆石症成人发病率 6.69%[1]，胆石形成多受胆固醇、胆盐
和磷脂代谢异常、促成核与抗成核因子失调、胆囊功能异常、

3.5 并发症及围手术期处理
围手术期处理：应积极治疗合并症和并发症，提高手术疗

胆汁中非结合胆红素含量增加，性别、环境、土壤、饮食习惯、

效。老年胆石症患者常伴冠心病、高血压、慢支、肺气肿、糖

家族、种族、遗传等因素影响，并非某一病理因素所致，是多

尿病等，术前应积极对症治疗，改善身体状况。出现并发症，

种因素共同影响下的最终结果。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提升，老龄

经抗感染、解痉等治疗，48h 腹痛未缓解，压痛加重，肌紧张、

化程度加深，老年胆石症患者数量增加，病情发展迅速且死亡

反跳痛、体温升高，白细胞不降反升，复查 B 超；胆囊肿大或

率高，成为腹外科关注的焦点。

水肿加重，及时手术。术前准备充分，手术时机恰当。尽量采

3.1 老年患者胆石症特点

用小切口，要求稳、准、轻、快，避免术中出血过多，心功能

老年患者因为器官功能衰退，免疫力低下，疼痛反应迟钝，

不全者控制输液量，生命体征监护。术后抗感染，纠正水电解

胆石症初期症状不典型，造成诊断困难。表现为：①症状不明

质紊乱和酸碱平衡，给予支持治疗，补充白蛋白、能量等，恢

显：腹痛、发热及血象增高不显著；②体征不明显：由于腹肌

复胃肠功能等，提高手术成功率。

萎缩，腹肌薄弱，出现腹膜炎时，腹壁仍相对柔软，紧张也不

总之，年龄不是造成危险及死亡的主要因素。重要脏器功

明显；③周围组织炎症水肿：老年患者多合并高血压、冠心病，

能状态，术后合并症处理尤为关键。老年胆石症应明确诊断，

造成动脉硬化，胆绞痛引发胆囊、胆管壁缺血，造成坏疽穿孔

正确应对，加强围手术期处理，选择适当的手术时机和方式，

和周围组织炎症水肿；④易胆道感染：老年患者胆囊收缩力降

提高治愈率，减少并发症。

低，奥狄氏括约肌功能下降，肠道内细菌上行引发胆道感染；
⑤胆囊胆管移位：脂肪肝患者，肝左叶肥大，右叶萎缩，使得

参考文献：

胆囊胆管移位，腹部体征类似右下肺炎及胸膜炎；⑥病情发展

[1]叶正义.64 例胆石症手术治疗分析[J].健康必读,2011,5(5):43

迅速：易引发胆囊坏死、胆囊穿孔、腹膜炎和多脏器功能不全；

[2]石长宝,张继业.老年胆石症手术治疗体会[J].中国当代医药,2009,16(5):153

⑦临床诊断困难：合并症多，易误诊和漏诊。

[3]杨海荣.手术治疗老年胆石症 80 例临床分析[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3.2 老年胆石症患者应对措施

2009,18(36):4536-4537

诊断时病史收集应详实，体格检查操作应仔细。当主诉和

编辑：李妍

编号：EC-121008013（修回：2013-02-11）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3 期

-111-

护理干预在新生儿洗澡及抚触中的作用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thing and caress of neonates
常金梅
（茌平县妇幼保健院，山东 茌平，252100）
中图分类号：R2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111-02

【摘 要】 目的：探讨洗澡和抚触对早期新生儿生长发育的作用，为临床护理提供参考。方法：将我院 2011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出生的 320 例新生儿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观察两组产妇泌乳量及睡眠质量、新生儿黄疸、生理性体重下降及胎便排出的
变化。结果：两组在产妇泌乳量及睡眠质量、新生儿黄疸、生理性体重下降及胎便排出方面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新生儿洗澡和抚触对产妇及新生儿有积极的影响，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护理干预 新生儿洗澡；抚触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athing and caress to neonates. Methods: 320 neonates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lactating quantities, sleep quality, pedicterus, weight degression and meconium. Conclusion: Bathing and caress have active effect to
puerperant and neonates, worth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Nursing intervention; Neonates bathing; Cares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68
新生儿皮肤表面常有排出的皮脂、汗液、皮屑等和空气中的

1.2 方法

灰尘所污染皮肤表面有大量的细菌寄存，又因新生儿的防御功

对照组行常规洗澡和抚触，由护士来操作在洗澡室进行，

能不够完善，若护理不当，会引起皮肤糜烂，甚至引起细菌感

操作完毕后送至病房。干预组行综合护理干预，由准妈妈来完

染。如产生红臀、皮炎、脓疱疮，所以新生儿的皮肤护理非常

成，主要有以下几点。

重要。新生儿出生以后，全身皮肤被胎脂覆盖，从而影响辐射

1.2.1 人性化护理

及汗液的蒸发，使体内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发。尤其在炎热

医护人员应与准妈妈进行主动沟通，注意语言优美，态度

的夏季和较高室温环境下，如对新生儿喂奶次数少，进水量不

和蔼，了解心理状况后应根据存在疑问给予耐心解释，逐步取

足，易造成新生儿脱水热。推广新生儿洗澡措施后，不仅使新

得准妈妈信任。

生儿生活在较卫生的环境中，还有利于新生儿的防病保健，而

1.2.2 适当的环境准备

且通过洗澡可使胎脂逐渐减少，能增强新生儿散热功能，抚触

抚触时要和宝宝说话交流，让宝宝感觉到关怀被爱。可以

能促进母婴情感交流，促进乳汁分泌。通过有效的护理干预，

观察出宝宝的身体状况。环境要优雅，可放一些轻柔美妙的轻

能够促进母子感情。

音乐，室内温度要在 28℃左右。护士应根据不同的环境制定不

1

同的洗澡方法，应照顾的准妈妈的身体状况，必要时备屏风。

资料与方法

1.2.3 心理护理

1.1 一般资料

对新生儿洗澡和抚触的作用进行解释，有利于新生儿黄疸

将我院 2011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出生的 320 例新生儿随

及胎便的排出。

机分为干预组及对照组各 160 例，婴儿出生体重 3065～3950g，
无窒息史，并排除了母亲的高血压、糖尿病史，无妊娠合并症
和分娩并发症。出生 1min 时 Apgar 评分为 8～10 分。

2

结

果

两组新生儿出院时基本情况比较，见表 1。

表 1 新生儿出院时基本情况

3

讨

组别

泌乳量

睡眠质量

新生儿黄疸

胎便排出

生理性体重下降

干预组

充足

较好

较轻

完全

无明显减轻

对照组

基本充足

较差

较重

完全

明显减轻

论

3.1 重视对新生儿洗澡的认识和宣传

由于习惯了母体内的生活环境，一旦来到全新的世界，新
生儿会感到十分不安和迷惑，他期待着亲人的保护和爱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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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抱在怀里，并且抱在靠近心脏的部位，让他能听到妈妈

在抚触时，应在旁边准备一块干净的尿布和毯子，以免抚触过

心脏的跳动，闻到妈妈的体味。这时，还可以伴随妈妈对宝宝

程中因宝宝突然大小便而手忙脚乱。抚摸的时间一般安排在午

的亲切呼唤声。很快，新生儿因感受到了他所熟悉的声音和气

睡或晚睡前，选择婴儿不太饥饿或烦躁的时候，开始时动作要

味，就会安静下来。新生儿洗澡开展较早.不但能清沽皮肤，还

轻，然后逐渐增加压力，每个抚摸动作不能重复太多，先从 5min

可以加速血液循环，促进生长发育[1]。孩子使用一种洗浴用品

开始，然后逐渐延长到 15～20min 开始出现疲倦、不配合的时

前，最好在孩子的皮肤上先做一下皮试：把少量沐浴露、洗发

候，就应立即停止。因为超过 30min，新出生的宝宝就觉得累，

水稀释后，涂抹在孩子手臂内侧，每天使用，持续 1 周。如孩

开始哭闹，这时候妈妈就不该勉强孩子继续做动作，让他休息

子皮肤上没有出现红疹等过敏症状，方可大面积使用。宝宝刚

睡眠后再做“抚触”
。

出生时全身覆盖这一层薄薄的胎脂，它有保护体温的作用，不

要知道抚触是由妈妈和婴儿协同完成的。抚触是一种爱，

要硬搓，过几天胎脂就会被吸收了。为了使宝宝皮肤清洁干爽

它将为妈妈和婴儿带来欢乐和健康。抚触能促进母婴情感交

透气，要坚持每天洗澡。月嫂应该准备好洗澡物品，室内温度

流，促进乳汁分泌。这是因为在刚分娩后小儿就和母亲保持皮

要在 26℃～28℃之间，水温在 39℃～41℃，用水温计或手肘

肤接触，形成不断的抚摸行为，孩子的一些反应就会刺激母亲

内侧测试，感觉不烫就好了。一定注意要先放凉水，再加热水。

的脑垂体分泌两种激素，泌乳素和催产素，催产素可刺激子宫

以免烫伤宝宝。洗澡时间要在两次喂奶之间，不要刚吃完了洗

复原，使母亲能保持良好的体型，泌乳素能促使乳汁分泌，保

澡以免宝宝溢奶。妈妈、月嫂要剪短指甲，摘掉首饰。脱去宝
宝上衣，左手托起宝宝的头部，中指和食指将耳廓反折，盖住
耳道，避免进水。右手拿小毛巾沾水挤干清洗宝宝的眼部，从
内茨向外擦洗。毛巾换位在擦洗鼻子、嘴巴、脸。然后将给宝
宝洗头，注意不要把洗头液弄到宝宝的眼睛，最好用清水洗。
将头微微后仰，清洗下颌、胸前、腋下、手臂、手、腹部，注
意不要弄湿脐带，以防感染。再洗大腿、脚。让宝宝爬在大人
身上洗后背。然后换水洗屁股，从前往后洗，洗澡以后，月嫂
应迅速抱出浴盆，放在干浴巾上迅速吸干水分，切忌不要用力
去擦。按照脐部护理要求处理脐部。根据季节可给宝宝涂少许
花露水、润肤露等。切忌夏天不要给宝宝涂痱子粉，因为这些
粉状和汗液混合会影响皮肤的透气，失去保护皮肤的作用了。
给宝宝洗澡时不要用力去搓，以免损伤皮肤。新生儿皮肤有湿
疹时不要用肥皂，只用清水洗就可以。洗澡时间不要过长，在
5～10min 洗澡时要注意观察宝宝的全身情况及时解决，洗澡时
要保持和宝宝交流微笑，增进感情。
3.2 新生儿抚触
作为一种自然新型的医疗技术，已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
可，研究提示，新生儿、婴幼儿期是人一生中生长最重要发育
最迅速的时期，妙用这一黄金时期因地制宜的开展抚触活动，
可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使新生儿摄奶量增加[2]。
“新生儿抚

证宝宝有足够的奶量。抚触能刺激宝宝的淋巴系统，增进抵抗
能力。增加睡眠，改善睡眠质量。可以帮助调节宝宝的暴躁情
绪，减少哭闹。有利于宝宝的生长发育，促进消化系统的吸收。
有利于宝宝的智能发展，通过皮肤的接触作用于神经系统，让
脑细胞接受视觉、听觉、动觉、平衡觉的综合刺激，大脑对这
些基础进行分析、判断，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促进脑发育。
可以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抚触时要和宝宝说话交流，让宝宝
感觉到关怀被爱。可以观察出宝宝的身体状况。环境要优雅，
可放一些轻柔美妙的轻音乐，室内温度要在 28℃左右。在抚触
之前，除了将室内的温度、湿度调整好，妈妈还要做好暖手准
备。首先，妈妈要把所有的首饰都摘掉，宝宝的皮肤可不喜欢
这些珠光宝气的东西。然后，用婴儿香皂或沐浴露仔细地清洗
双手。而后，用面巾纸擦干。可别习惯性地抹上护手霜，宝宝
有可能对它过敏。这时，涂上一些婴儿油就可以了。最后别忘
了暖手，你总不希望冰凉的手摸到宝宝身上，让他打个冷颤吧。
随着 NTCU 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新生儿生命得以延续，死
亡率逐渐下降，但如何提高新生儿的生活质量，使他们更好的
生长发育，是医务人员目前面临的难题，现代概念的抚触术除
其医疗功能外，更多地是通过其对皮肤器官温和的刺激代替宫
内环境促进婴儿生长对健康的发育。
参考文献：

触”是通过抚触者的双手对婴儿的皮肤进行有次序的、有手法
技巧的科学抚摸，让大量温和的良好刺激通过皮肤传到中枢神
经系统，以产生积极的生理效应。每天给新生婴儿进行科学和
系统的抚触，可以非常有效地促进婴儿的生理和情感发育，并

[1]刘玉芬.新生儿洗澡、抚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0,19:145
[2]李秀红,静进.婴幼儿抚融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幼保健,2003,18(2):122

改善婴儿睡眠状况，提高机体的免疫力[3]。
“抚触”最好安排在

[3]黄水清,黄晓睿.婴儿抚触对促进婴儿生长发育的作用.中国妇幼保健,

给孩子洗浴之后，这样宝宝不会有任何抵触情绪，将很乐意接

2000,15(9):568-569

受你和她的“亲密接触”。洗完澡以后裹起宝宝要抱一抱。然
后做抚触，新生儿抚触不可太用力最好由父母做，来增进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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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遵医不良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Cause analysis and strategy of patients in the countryside for
badly abiding physician supervision
黄永华 1 黄翠华 2
（1.云南省楚雄市人民医院，云南 楚雄，675000；2.云南省宣威市人民医院，云南 宣威，655400）
中图分类号：R5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113-02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了解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遵医不良的原因，并采取相关措施予以改善。方法：选取我市农村地区 186 例糖
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自制遵医行为调查表，以了解患者的家庭背景、经济、文化、工作等情况，从而分析各因素对遵医行为
的影响。结果：经调查发现，本组 186 例患者中能遵医嘱进行糖尿病控制者 51 例，占 27.4%，其余 135 例遵医不良患者中因对疾
病缺乏客观认识者 43 例，因治疗过程较长而难以坚持者 31 例，医疗意向不明确者 24 例，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继续接受治疗者
19 例，其他 18 例。结论：通过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指导，可极大程度上提高人们对疾病的重视程度，从而有效控制糖尿病的发
病率。
【关键词】 农村；糖尿病；遵医不良；对策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the diabetic in the countryside cannot badly under supervision of a physician,
and take correlated measure. Methods: 186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hysician supervision and get the family
background, economy, literature and occupation information. Results: Of all the 186 cases, 51 cases abided the physician supervision,
taking 27.4%, 43 cases lacked objective recognition of patient's condition, 31 cases failed because of long time treatment, 24 cases were
indefinite in treatment intention, 19 cases were unable to receive treatment for financial straits. Conclusion: Physical educational guidance
could improve the reconstruction degree and increase the cure effect on diabetes mellitus.
【Keywords】 Countryside;Diabetes mellitus; Badly under supervision of a physician; Strateg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69
糖尿病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慢性内分泌性疾病，主要

诊断标准，且排除其他系统疾病的干扰。文化程度方面：高中

是由于胰岛素分泌或作用缺陷而导致血糖含量异常升高。近年

12 例，初中 30 例，小学 51 例，文盲 42 例。职业方面：教师

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饮食习惯的改变，导致糖

9 例，干部 8 例，农民 55 例，工人 38 例，其他 25 例。

尿病的发病率逐年攀升。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

1.2 方法

者达 4000 万，居世界第二[1]。如何控制糖尿病的发病率，降低

自行设置问卷调查表，主要包括三部分：一为患者的一般

并发症的发生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糖尿病为慢性疾病，

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二为患者遵医治

且易并发全身各器官系统功能的损害，一旦确诊则需终身维持

疗情况，分为完全遵医治疗，部分遵医治疗及不遵医治疗；三

治疗，而全面有效的控制糖尿病的发生，不仅需要医生对疾病

为影响患者遵医不良的原因，包括经济困难、治疗时间过长、

的正确诊断及有效治疗，更需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然而部分农

药物不良反应、对疾病认识不足、医疗意向不明确、交通不便

村地区糖尿病患者因经济、认知度各方面原因出现不良的遵医

等。对本组患者进行逐一家访调查，并指导患者进行表格填写，

行为，导致病情的反复发作及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为提高农村

对于不会写字的患者可代笔其口述内容，最终对所有表格进行

地区糖尿病患者的遵医行为，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现对我市

分类统计，以了解该地区糖尿病患者遵医不良的原因。

135 例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的不良遵医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如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ASS13.0 对以上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学方法

下调查。
1

主要为多元逐步回归分析[2]。

资料与方法

2

1.1 临床资料

结

果

选取我市 135 例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经调查发现，影响患者遵医治疗的主要因素为对疾病认识

男性患者 82 例，女性患者 53 例，年龄最大者 84 岁，最小 39

不足、医疗意向不明确以及治疗时间过长，占 72.6%，其统计

岁，患者病程 1～6 年，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对 II 型糖尿病的

结果如下。

表 1 农村地区糖尿病遵医不良原因
性别

对疾病认识不足

医疗意向不明确

治疗时间过长

家庭经济困难

交通不便

药物不良反应

其他

合计

男

23

13

14

9

2

0

3

64

女

20

11

17

10

6

2

5

71

合计

43

24

31

19

8

2

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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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糖尿病患者遵医不良原因分析
①对疾病认识不足：患者全部来自农村，文化程度相对较
低，缺乏自我保健意识，对疾病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得不到正
确认识。尤其是部分老年患者自觉血压有所下降时，便忘记定
期服药，当血压再次升高时，又继续服药治疗，造成用药不规
律而使疾病反复。②医疗意向不明确：农村地区患者因文化程
度有限，对治疗过程中医嘱的明确意向不能正确理解，尤其是
当几种降压药物同时服用时，对各种药物的剂量及药物名称不
能正确辨别，导致患者出现用错药、用药量不足或过多等现象。
加上患者日常生活中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食源性的血压升
高。③治疗时间过长及经济困难：由于患者全部来自农村，主
要靠从事农业劳动生活，因而经济来源相对较少，加之该病需
终身维持治疗，病程较长，患者患病后身体状况较差，劳动力
下降且需支付一定的治疗费用，使患者不愿接受治疗而造成病
情的拖延。
3.2 对策
①提高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基层医院可定期对农村地区
糖尿病患者开展相关性的知识讲座，向其讲述糖尿病治疗过程
中药物剂量的正确使用方法，以及遵医不良可能导致的严重后

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少吃甜食，戒烟忌酒，必要时可依据患者
的饮食规律制定一份食谱[3]。鼓励患者多活动，减轻体重。②
选择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案：对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可在
药物选择方面选用较为廉价而又不失疗效的药物，并尽量减少
不必要的查体等，增加患者长期治疗的依从性。同时加强对基
层医院糖尿病防护的设施与人才投入，定期对乡镇卫生院的医
生进行培训，增强自身的临床技巧，并对本地区糖尿病患者进
行长期随访调查，建立动态档案，以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从
而降低糖尿病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赵英,朱伟芬.定期门诊护理干预对提高糖尿病患者疗效的作用[J].护理与
康复,2007,6(9):579
[2]王小凤,谢小兵,李萍.老年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分析[J].中国现
代医学杂志,2009,19(16):2539-2542
[3]李宁秀,唐敏,王治军,等.患者遵医行为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01,28(1):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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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于患者的疑惑逐一进行解答，使其对疾病有较为正确的
认识。并开展其他糖尿病防治活动，如向患者发放糖尿病保健
常识手册、定期进行义诊、制作相关海报等。同时指导患者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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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续命汤治疗脑血管病的研究进展
A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ith
the Xiaoxuming decoction
王竞涛 李海霞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100053）
中图分类号：R6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114-03
【摘 要】 中药复方小续命汤是中医常用于治疗中风病的有效方剂。文献研究发现，它可以通过多通路调控脑缺血的病理生
理过程，来达到有效治疗脑卒中的目的。下面从几方面论述小续命汤治疗中风的机理：①神经保护作用；②改善缺血后脑功能；
③对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影响；④对脑缺血模型海马 CA1 区神经元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⑤对脑缺血大鼠脑线粒体的保护作用。
充分体现了小续命汤多组分、多途径、多靶点的整和调节的优势与特点。是小续命汤疗效卓著的药理学基础。
【关键词】 小续命汤；脑血管病；研究进展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 Xiaoxuming Decoction is famous for treating stroke. The study find that it
can control the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 of brain ischemia through multiple access to achieve obvious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stroke. The mechanisation of Xiaoxuming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troke are as follows: ①protecting nerves; ②improving
the ischemic brain function; ③ affecting the risk factors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④ obvious protective effect on neurons of
hippocampal CA1 area in the cerebral ischemia model; ⑤protecting the mitochondria of cerebral ischemia rats.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multicomponents, multi-channel and targets of the whole and regulation are the pharmacology foundation of Xiaoxuming
decoction to obtain curative effect.
【Keywords】 Xiaoxuming decoctio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Research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70
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有着复杂的病理生理机制，如缺血缺
氧、能量代谢障碍、局部酸中毒、炎性介质释放、自由基损伤、

＋

细胞内 Ca2 超载、兴奋性氨基酸毒性等及各种细胞因子在脑缺
血后的病理生理机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2]。目前，临床用于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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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治疗的化学药物一般分为抗栓类药物，如溶栓药、抗凝药、
抗血小板聚集，保护神经类药物，清除自由基类药物和抑制白
细胞黏附类药物四大类，但是这些药物的治疗靶点单一，且毒

时降低脑组织 NO 水平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2

改善缺血后脑功能

副作用较大，单独使用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研究表明，中药

陈立峰等[12]研究发现录验续命汤能明显延长小鼠凝血时间，

具有多组分，多途径，多靶点的特点，可以作用于多个病理环

抑制大鼠血小板聚集及动脉血栓形成，增加犬脑血流量，使缺血

节，通过多通路调控脑缺血的病理生理过程，如凋亡、代谢过

的脑组织供氧供血改善，这有利于局部新陈代谢，从而减轻缺血

程、信号转导、生长、转录调控、应激反应来达到有效治疗脑

脑组织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和脑组织的病理改变。进一步研究发现，

卒中的目的。中药复方小续命汤是中医常用于治疗中风等疾病

续命汤 2.3g/kg、7.1g/kg 和 23g/kg 给大鼠灌胃 2 周，能明显降低

的有效方剂。首载于《千金要方》（唐•孙思邈），出自《备急

脑缺血大鼠脑组织含水量与脑血管通透性，使脑缺血大鼠脑组织

干金要方》卷八，后收入《医方集解》和《汤头歌诀》。方由

病理变化明显减轻，表明续命汤能改善脑部血液供应，对缺血脑

麻黄、防己（
《外台》引崔氏不用防己）
、人参、黄芩、桂心、

组织有明显保护作用。叶映月[13]等研究发现，小续命汤对出血性

甘草、川芎、芍药、杏仁、附子、防风、生姜组成。具有祛风

大鼠模型有改善不同时相的局部脑血流量，降低脂质过氧化活性，

扶正，疏通经络，温阳利水，化痰行瘀的功能及多方面的神经

阻止细胞外钙内流，减轻脑水肿的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其提高大

保护作用。现临床多用于治疗中风、急性脑梗死、类风湿性关

脑总抗氧化活性以及减轻脑水肿的作用主要由生姜实现。胡明亮

将其应

等[14]研究发现，临床应用小续命汤加减联合西医治疗中风偏瘫疗

用于腹泻、腰背疼痛、破伤风、面瘫、水饮病等疾病。最新研

效明显高于单纯常规西医治疗，提示本方可以有效地改善中风偏

[3，4，5]

节炎、心血管系统疾病等疾病

，亦有部分医家

[6，7]

[8]

究发现 ，小续命汤可通过多组分、多靶点发挥抗阿尔茨海默

瘫局部肢体血流和脑功能的障碍。

病作用。小续命汤作为抗脑缺血损伤药物具有良好的前景。但

田京伟等[15]以川芎苯酞（25，50mg/kg）灌胃给药研究显示

由于中药复方所含的有效成分复杂，其抗缺血性脑损伤的机制

川芎苯酞明显改善大脑中动脉栓塞所致脑缺血大鼠的行为障碍，

尚不完全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由此笔者查阅了关于小续命

减少脑缺血区梗死面积，抑制大鼠体内血栓的形成和 ADP 诱导的

汤实验研究的文献，现将其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大鼠血小板聚集，改善大鼠血液流变性，对大鼠局部脑缺血具有

1

明显的抑制作用。川芎注射液主要成分为挥发油，其中藁本内酷

神经保护作用

含量最高。临床及实验表明[16]川芎注射液能抑制血小板活化，改
[9，10]

，当发生脑缺血时，血浆中一氧化氮

善微循环，降低血管阻力，对缺血性疾病有显著疗效。高丽红等[17]

（NO）在缺血早期（<2h）可能因其促进血管扩张，抑制血小

采用体外法和体内法测定血小板聚集功能，发现 10%川芎提取液

板黏附，增加半暗区血流而对组织有益，但缺血后 2h 即无保护

对血小板聚集功能的抑制作用可能有量效关系。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作用。在脑缺血中晚期随着一氧化氮合酶（NOS）活性上调，
产生大量 NO 导致组织损伤加重：高浓度的 NO 对细胞有直接毒
性作用；NO 介导谷氨酸等兴奋性氨基酸的细胞毒性作用。兴奋

3

对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影响
高血压是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和独立的危险因素。郑国庆等[18]

性氨基酸又将激活其受体，引起受体门控通道的离子通道开放，

认为祛风药息风、间接补虚、活血化瘀、胜湿消痰、升散郁火的

细胞内游离钙大量增加，激活磷脂酶 A2 和核酸酶，使自由基生

功效能有效地作用于各类高血压病。姚国楞等[19]在临床研究中也

成增加而消除减慢。大量的自由基开始攻击脂质双层膜结构和

发现，以小续命汤加减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治疗有效率高达 82.2%。

DNA，使细胞和组织的结构和功能都遭到破坏，最终导致细胞

高脂血症时可增加血液黏滞度，加速脑动脉硬化的发生，
，21]

的死亡，所以自由基增加是造成神经元损伤的重要因素。同时，

是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20

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继续发生变化：一方面，适度增高的细胞内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可显著减少人血小板标记花生四

钙离子浓度可以启动钙依赖的细胞反应，提高神经传导性及神

烯酸（AA）生成血栓素（BZ）及前列腺素（PG）的量，降低

经突触的可塑性，从而达到神经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钙超

PG 体内的过氧化物的形成，并强烈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现

载则导致细胞能量的耗竭，造成迟发性神经元死亡。

代药理研究证实[22]，祛风药能抑制大鼠肝微粒体中的羚甲基戊

实验研究表明 [10] ，小续命汤部分组分抗氧化活性大于
50%、对过氧化氢损伤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对 L-谷氨酸损伤有

，生姜

二酸辅酶 A 还原酶（HMGR）的活力，激活胆固醇 7-2-羚化酶，
从而起到加速胆固醇代谢的作用；具有抗血栓形成和抗凝血作

较好的保护作用、可使神经细胞内静息 Ca2 浓度升高。因此，

用；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从而改善脑血管反应性，扩张脑血

中度增高的细胞内钙启动机体的内在保护机制，可能是中药复

管、促进侧枝循环，增加脑供血，调整脑循环，有利于新陈代

＋

方小续命汤发挥神经保护作用的机制。王晋平等 通过研究发

谢，从而减轻缺血脑组织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和脑组织的病理改

现，小续命汤中的人参、芍药、川芎能够改善急性缺血性中风

变，促进损伤的脑组织恢复，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关建红等[23]

的自由基损伤、血液流变学异常以及组织形态学的异常，减轻

报道用 9k/kg/d 小续命汤煎剂灌胃可有效防止高胆固醇饮食引

神经损伤。并且小续命汤还能降低急性缺血性中风模型大鼠脑

起的鹌鹑血浆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急骤升高，提示小续命

缺血时血浆一氧化氮合酶（NOS）活力从而减少一氧化氮（NO）

脉汤有显著降脂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其降脂作用是通过降低胆

[9]

生成，减轻 NO 对脑细胞的毒性作用，达到降低 NO 大量生成

固醉、甘油三脂、低密度脂蛋自胆固醇、APO（载脂蛋白）B100，

[11]

引起的神经细胞死亡、间接抑制缺血性损伤的作用。王月华等

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APO-A1、APOa/b 比值来实现的，

亦认为，小续命汤有效成分组对局灶性脑缺血有较好的保护作

认为小续命汤具有调节血脂代谢紊乱，改善循环，抗动脉粥样

用，其作用的发挥可能通过调节脑组织氧化-抗氧化的平衡，同

硬化等综合效应，对缺血性脑卒中防治具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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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脑缺血模型海马 CA1 区神经元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近 年 来 研 究 表 明 [24] ， 执 行 凋 亡 指 令 的 凋 亡 因 子 如

Caspase-3，Caspase-9 及细胞色素 C 和抗凋亡因子 bcl-2 参与了
＋

脑缺血诱导的神经细胞凋亡；凋亡的级联过程与 Ca2 密切相
关，MAPK 家族中的 JNK（JunN-terminalKinase）
，P38 和 ERK
（extracelluarsignal-regulatedkinase）激酶等信号传导通路的激
活在神经细胞凋亡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小续命汤可能通过抑
制 Caspase-3 的激活、上调 Bcl-2 的表达，从而抑制海马 CA1
区的神经细胞凋亡，实现对前脑缺血模型海马 CA1 区神经元
的保护作用、降低大鼠前脑缺血/再灌流后海一马迟发性神经元
死亡、抑制细胞凋亡。
另有文献报道 [25] ，在灌胃给予暂时性全心缺血模型的
Wistar 大鼠小续命汤提取物后 3～7d，其大脑海马部位的 CA1
区域的神经元密度显著增加，空间认知能力显著增强。高剂量
的小续命汤还可以抑制半胧天冬酶的活性，并增加 B 细胞淋巴
瘤-2（Bcl-2）的表达。高活性的半肤天冬酶可以导致细胞凋亡，
而 Bcl-2 是一种对抗细胞凋亡的保护性蛋白。体外研究还证实
小续命汤提取物和给予小续命汤提取物后所得到的血清均可
以抑制烟胺比林引起的细胞凋亡。研究结果表明小续命汤在体
内和体外均具有神经保护作用，为该复方能治疗中风提供了可
靠的理论依据。
5

010-59431886

对脑缺血大鼠脑线粒体的保护作用
王月华等[26]通过实验得出，经小续命汤治疗后慢性脑缺血

大鼠脑线粒体呼吸功能显著降低，表现为磷氧比值和氧化磷酸
化效率显著降低；脑线粒体膜电位显著下降，肿胀度显著增高，
细胞色素 C 放增加，Bcl-2/Bax 比率下降，从而证明小续命汤
可改善慢性脑缺血引起的大鼠脑线粒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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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朱心红,陈素云,高天明,等.小续命汤对大鼠前脑缺血海马 CA1 区神经元

续命汤干预作用的实质；加强配伍机制研究，探讨最优化方案，

的保护作用及机理研究[J].第一军医大学

提高疗效与安全性；将实验研究与所治疾病病机与证候有机联

[25]Xin-Hong Zhu,Shu-Ji Li,Hong-Hai Hu,et al.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系起来，以方印证，以证测方，提高中医药理论研究的水平；

Xiao-Xu-Ming decoction against ischemic neuronal injury in vivo and in vitro[J].

重视药代动力学的研究，探明小续命汤组分在血液和脑组织中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2010,127:38-46

的分布及代谢情况，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26]王月华,贺晓丽,李晓秀,等.小续命汤有效成分组对慢性脑缺血大鼠脑线
粒体的保护作用,中西医结合学报,2012,10(5):56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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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黄芪的现代医学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
Modern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review of
Chinese Herb Radix Astragali
唐立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医医院，广西 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R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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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芪是非常重要的传统中药，在许多临床传统经方和验方的配伍中，黄芪均充当核心的君药。由于具有补气升阳，
益气固表，托毒生肌，利水消肿等功效，因此，是组方时值得信赖和必需考虑加入的核心中药。现代通过对黄芪大量的医学基础
研究和临床观察探明：黄芪对机体组织器官具有强大的良性调节作用，并可广泛应用于人体多个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具有非常
良好确切的疗效。
【关键词】 黄芪；现代医学临床；应用和研究；综述
【Abstract】 As a very im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adix Astragali acts as the core herb in the compatibility of many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and proved recipes. Since it has pesticide effect of nourishing one's vitalityand invigorating splenic yang, benefiting
vital energy and solidifying superficial, detoxication and healing tumefactions, as well as benefit swelling, therefore, it is a trusted core herb
what have to be considered when compositing a prescription. Nowadays, through a large amount of basic medical researches and clinical
observations of Radix Astragali, it has proved that Radix Astragali has a powerful virtuous regulation of the body's tissues and organs, and
can be widely us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human’s multiple system diseases, and get good and exact efficacy.
【Keywords】 Radix Astragali; Modern clinical medicin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71
黄芪是常用中药之一，主要具有补气升阳，益气固表，

苷、黄芪多糖的干预下此变化则不明显。由此可以推测黄芪

托毒生肌，利水消肿等功效。近十余年来，随着医疗技术条

治疗心衰的机理可能是通过拮抗 MMP 的下降，维持了心肌

件的发展和提高，国内医疗界同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中

细胞的能量供给，同时从早期防止心肌细胞进一步坏死或凋

药黄芪开展了大量从动物模型、实验室和临床观察进行的研

亡的发生。认为：血管紧张素 II（AngII）使心肌细胞 MMP

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论文和报告，极大地丰富了黄芪

下降，黄芪皂苷和黄芪多糖使 MMP 趋于正常，黄芪皂苷和

应用于临床治疗的基础数据和观察资料，加深和拓宽了临床

黄芪多糖可拮抗 AngII 减低心肌细胞 MMP 的作用，这可能是

医生和药品开发科研人员对中药黄芪的全面认识和视野。因

黄芪防治心衰的机理之一。王春玲等 [3] 认为黄芪可以减少糖

此，对中药进行全面的现代医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观察，

尿病心肌病变中心肌胶原的含量，抑制心肌细胞的肥大，改

仍不失为是现代化研究中药的良好方法之一。由于发表的论

善糖尿病的心肌病变，其机制可能与抑制心肌营养素-1 的表

文众多，本文篇幅有限，现仅将部分近年发表在核心医学等

达有关。认为：心肌营养素-1（CT-1）的过度表达参与了糖

期刊上，关于黄芪现代医学基础研究与临床观察应用的论文，

尿病心肌病变中心肌肥大的发病过程，黄芪注射液对 CT-1 的

归纳综述如下。

表达和心肌肥大有抑制作用；②对实验生物内分泌系统的影
响。如鲁瑾等[4]报告黄芪对外源性肿瘤坏死因-α（TNF-α）所

1

基础研究

致的胰岛素抵抗（IR）有明显的预防作用，这种作用可能与
降低血中拮抗激素水平和增加组织糖原合成有关。③对实验

1.1 生物实验研究
部分学者通过对黄芪一系列的观察和研究，发现黄芪对

生物免疫系统的影响。焦艳等[5]认为：黄芪茎叶总黄酮（FAM）

实验生物的许多系统和器官功能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主要

能促进淋巴细胞增殖，增加 T 细胞总数并调整 T 细胞亚群紊

[1]

乱，提高 LAK 细胞活性，作者认为 FAM 对免疫功能低下小

认为黄芪注射液对离体大鼠心脏能明显增加冠状动物血流量

鼠具有免疫刺激和免疫调节作用。④对实验生物呼吸系统的

的影响有：①对实验生物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如夏吉新等

＋

影 响 。 赵 军 等 [6] 认 为 黄 芪 多 糖 可 减 少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ATP 酶的活性。安超等[2]实验结果显示：肥大心肌细胞的线

（COPD）大鼠肺组织经脯氨酸的含量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

粒体膜电位（MMP）较正常心肌细胞明显下降，而在黄芪皂

（MMP-9）的表达，这种作用与改善 COPD 的肺损伤程度有

＋

和心脏收缩幅度及心率，并能明显增加心肌细胞膜 Na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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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关系。⑤对实验生物肾脏的影响。宋恩峰等 [7] 认为：黄

疗。由于黄芪对冠心病并发心绞痛者，具有良好的疗效和无

芪可明显降低糖尿病大鼠尿白蛋白以及肾组织血管内皮生长

明显毒副作用的优点，是许多医家治疗冠心病并发心绞痛时

因子（VEGF）表达，并认为黄芪可降低 T2DM 模型大鼠尿

的首选药物。例如郭彩林[17]报告：静滴黄芪注射液治疗 36 例

蛋白，减少肾肥大，减轻肾脏 VEGF 表达，其保护肾功能的

患者，结果显示黄芪对缓解心绞痛发作有较好的作用，总有

机制可能与抑制 VEGF 有关，宋氏由此断定 2 型糖尿病所致

效率达 91.6%，而对照组静滴丹参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糖尿病肾病 VEGF 表达升高，黄芪可能通过抑制 VEGF 表达

总有效率 69.4%，两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

而减少糖尿病肾病损害。

缺血性心电图的改善作用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对心率、血

1.2 临床实验研究

压、血常规、尿常规及肝肾功能无明显影响，治疗组在治疗

部分学者则通过对黄芪进行一系列的临床观察后，发现

过程中也未发现不良反应，故黄芪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理

黄芪对人体的多个系统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有：

想药物之一。韩国杰等[18]则报告黄芪有增强心肌代谢、降低

①对人体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如战英等 [8] 认为黄芪注射液的

血液粘稠度及改善循环等作用，与低分子肝素钠合用可增加

主要成分是微量元素黄酮、黄芪皂甙和多糖。具有益气、养

改善心肌缺血的功能，在提高临床疗效和心电图疗效方面优

心通脉等功效。认为黄芪可扩张外周血管、冠脉血管、脑血

于单纯西药常规治疗，而且安全，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应

管、微循环，并有降压作用，能有效降低血小板活化程度，

用；③用于抗心律失常治疗。如安瑞华等[19]认为黄芪作为补

抑制血小板，羟色胺的合成和释放，降低血小板聚集性，减

气药，具有显著的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微循环，使血管扩

少血栓形成，改善血液高凝状态，达到增加冠状血管血流量，

张，增加心肌血流量，降低血压，从而起到保护心肌和改善

保护心肌细胞，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血管功能。周苏宁

心功能作用。同时认为黄芪注射的主要成分是黄芪多甙，对

等 [9] 则认为在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中，心肌缺血再灌注损

心律失常有抑制作用。因此，临床把黄芪视为非洋地黄的正

伤（MIRI）的中医辨证为病位在心，证属气虚血瘀，其治则

性肌力药，治疗各种心律失常；④用于改善病态窦房结综合

应该益气活血。应用黄芪注射液配合川芎嗪注射液治疗对心

征治疗。郑新玲 [20] 认为黄芪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SSS）

脏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朱卫华等[10]则认为黄芪注射液能够改

不仅对心肌有正性肌力作用，还可兴奋窦房结功能，改善窦

善肺心病患者的心功能，降低肺动脉压，降低血液粘稠度。

房结供血，对血小板聚集亦有明显抑制。进一步认为：西药

李佐民

[11]

认为黄芪能显著降低血浆内皮素（ET）依度，减轻

加黄芪治疗 SSS，可改善临床一般症状，提高心室率，重症

因内源性 ET 分泌增加而致的各种损伤反应，具有利尿降压，

患者加大剂量疗效更为显著。从动态心电图，食管调搏测定

增加心肌收缩力，保护心血管系统的作用。②对肾脏系统的

结果来看患者均有一定程度改善。这可能与黄芪正性肌力及

[12]

改善窦房结动脉灌注，促进缺氧及起搏细胞恢复功能，改善

报告黄芪对肾上腺皮质功能有保护和调节作用，可减轻糖皮

心肌代谢有关。并认为黄芪注射液不良反应小，疗效显著是

质激素及肾病本身引起的免疫功能紊乱，减少肾病复发。③对

治疗 SSS 有效良药；⑤用于改善血流变治疗。如李晓平等[21]

免疫系统和造血系统亦有良性影响。如王永革等[13]报告：黄芪

认为肺心病急性发作患者均存在缺氧及高碳酸血症，长期缺

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及抗氧自由基作用，对非特异性免疫、体

氧可致全血粘稠度及血浆粘稠度增高等血液流变学改变，黄

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有明显的增强作用。同时，对干扰素系

芪注射液与血塞通注射液合用可减少肺心病急性发作，使患

统有明显的刺激和诱生作用，能保护细胞的变形能力，修复

者病情达到长期缓解。⑥用于病毒性心肌炎治疗。黄芪治疗

和激活损伤的红细胞，增强造血系统功能，改善慢性肾脏疾

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也取得了疗效良好，无不良反应，优

病患者的贫血状态。并能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增加肾血

于单用西药疗法。如吴耀中等[22]报告：联用黄芪注射液和糖

流量，有利于过氧化脂质等有害物质的清除。

皮质激素治疗急性重症病毒性心肌炎能提高临床疗效，调节

影响。黄芪对人体肾脏器官功能影响十分明显，如李华梅等

2

机体免疫力，保护受病毒感染的心肌细胞，稳定细胞膜结构，

临床应用

增强左室收缩力，增加心搏血量，是一种有效的疗法。乔建
华等 [23] 认为黄芪注射液在治疗病毒性心肌炎时具有益气养

2.1 用于心血管系统疾病治疗
黄芪在临床上应用于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治疗，收效良好。

心，扶正祛邪的功效，能显著增加心肌收缩力，保护心肌细

报

胞和抗病毒，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胡国强[24]则认为黄芪可

告静滴黄芪注射液及复方丹参注射液可达到益气活血和利尿

改善急性心肌炎的气虚症状，并能促进病毒性心肌炎的心肌

作用，因此，认为在西药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黄芪注射液

恢复，保护损伤的心肌细胞，预防心肌细胞的再损伤，因此，

和复方丹参注射液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CHF）疗效较好。

是治疗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的一种安全，有效的药物。史艳平

临床主要应用有：①用于抗心力衰竭治疗。如杨国荣等

韩韵琴等

[15]

[14]

则认为黄芪注射液对心功能不全有良好的治疗作

用，且强心、利尿、扩张血管功能与西药比较毒副作用少，
是心血管疾病治疗用药中很有前景的药物。焦雄文等

[16]

认为

等 [25] 则认为黄芪注射液对小儿病毒性心肌炎有较好治疗作
用。
2.2 用于脑中风疾病治疗

黄芪注射液可明显地改善衰竭心脏的心功能，其机制可能与

黄芪以及黄芪为核心主药的中成药产品治疗心脑血管疾

改善心肌细胞能量代谢有关；②用于抗冠心病并发心绞痛治

病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和市场，如步长脑心通胶囊的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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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主药就是黄芪，去年步长集团研发生产的步长脑心通胶

与黄芪注射液或白细胞介素-2（IL-2）联合治疗后，肺癌结节

囊市场销售额就达到 55 亿人民币之巨。由于黄芪对于出血性

减少。黄芪注射液和 IL-2 均能增强的抗肿瘤转移作用，有效

中风和缺血性中风，都可以起到双向调节促进恢复的治疗作

地促进荷瘤宿主的免疫应答，具有显著的体内抑制肺癌转移

用，因此，黄芪治疗脑中风疾病具有良好的疗效。如许孔煌[26]

的效果。对正常动 DCs 物免疫保护作用更加明显。②治疗肾

认为黄芪注射液对脑出血有显著疗效。同时认为，黄芪注射

病。李华梅等[12]认为泼尼松中-长疗法加黄芪注射液疗法可明

液对高血压脑出血的治疗作用在于保护神经血管的功能，增

显减少肾病综合症患者的蛋白尿复发率。在临床应用黄芪制

加局部脑皮质血流速度，增加脑部血流量，改善血肿周围缺

剂未见有明显副作用，可弥补激素易产生不良反应的缺点，

血区的缺血，减轻脑水肿，促进脑组织的修复，保护神经元，

在治疗肾病上可以推广使用。石蔚等[34]则认为黄芪能提高血

稳定血压。通过临床观察认为黄芪注射液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浆蛋白水平及降低血脂水平，可以消除肾病综合征（NS）低

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曾华等[27]则

蛋白血症和高脂血症与肾功能损害之间互为因果的恶性循

认为黄芪注射液佐治急性颅脑损伤疗效肯定，治疗脑损伤应

环，保护肾脏，且使用方便、价格低廉。所以，黄芪在治疗

以改善损伤脑组织周围的微循环为目标，促使脑水肿吸收和

NS 方面具有重要临床价值。③治疗糖尿病肾病并发症。如邱

侧支循环建立。黄芪是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常用中药，药理研

阜生等[35]报告治疗糖尿病肾病（DN）时，黄芪注射液和灯盏

究证实具有扩张心、脑和外周血管，改善脑血流、增强心肌

花注射液与开博通联用，较单用开博通降低空腹血糖和餐后

收缩力、改善微循环，并有清除体内自由基及提高超氧化物

2h 血糖以及果糖胺的效果更好，估计与黄芪具有降低血糖、

歧化酶活性等功能。朱树宽[28]则报告以黄芪为主药，治疗脊

灯盏花具有活血化瘀作用有关。认为黄芪和灯盏花注射液的

髓损伤引起的截瘫收效满意。作者认为黄芪能补气升阳、活

应用，为 DN 治疗提供了一种新方法。王永革等[13]认为黄芪

血，并可兴奋中枢神经，有显著扩张血管作用，可改善皮肤

注射液具有使用方便，疗效确切，无不良反应的优点。在内

的血液循环。

科综合治疗的同时，临床可广泛使用黄芪注射液治疗糖尿病、

2.3 用于抗炎、抑制病毒和免疫调节治疗

肾病并慢性肾衰。④用于保肝护肝治疗。殷平善[36]报告：补

在抗炎、抑制病毒和免疫调节方面，黄芪也有应用，并

中益气汤方中，重用黄芪为君药，可以调整机体免疫功能，

且取得良好疗效。如楚永清等[29]报告：应用黄芪佐治小儿肺

促进肝脏糖元和蛋白质的合成代谢，减轻某些毒物对肝脏的

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且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值得推广。

损害起保肝作用，从而增强机体解毒功能，达到显著改善症

认为黄芪佐治小儿肺炎有良好的疗效。同时认为黄芪具有以

状及肝功能的效果。吴炎等[37]则认为黄芪注射液能明显改善

下的作用：①活血化淤，改善微循环的作用，黄芪能增加肺

肝硬化患者肝脏蛋白质的合成功能，并能保护肝细胞膜，降

内血流，改善肺部循环，把炎性物质或毒素自血中带走，黄

低血清转氨酶，对轻度肝功能损害促进恢复作用最强。⑤用

芪皂甙具有稳定细胞膜和溶酶体膜的作用，减少炎性渗出。

于调节血压等治疗。如查益中[38]认为：黄芪具有补气升阳、

②抑制病毒复制，具有明显的抗病毒作用：黄芪可抑制转录

利尿消肿等功能，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恢复细胞活力，增

因子（STAT3）信号传导通路，从而通过该机制抑制病毒复

加人体总蛋白和白蛋白，降低尿蛋白，增加心博量，扩张血

制，其抑制较多的为柯萨奇病毒、腺病毒。③正性肌力作用

管和降低血压等作用。同时，又能通过强心和增加心博血量，

及保护心肌细胞作用：黄芪能明显增加心排出量、每搏量及

提升血压。因此，黄芪对血压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张合红[39]

心脏指数，提高心肌的耐缺氧能力；同时具有扩张血管及利

则报告：应用单味黄芪治疗麻痹震颤病人服用美多巴或息宁

尿作用，有利于减轻心脏负荷，改善心功能，促进肺循环；

等药引起的低血压 19 例疗效显著，认为临床值得推广应用。

能改善食欲，使精神好转，减轻病情。④调节免疫功能：黄

⑥用于过敏性等疾病的治疗。王飞儿[40]报告以单味黄芪治疗

芪作用于免疫系统，使 T 细胞、B 细胞和单核细胞发挥协同

过敏性鼻炎、慢性肠炎和预防小儿上呼吸道反复感染等收效

作用，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及特异性免疫功能，增强抗御病

颇佳，认为黄芪有强壮、抗过敏、利尿、降压、降糖等作用。

原体的能力，对大肠杆菌、白喉杆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

陈富山[41]则报告重用黄芪配合养血和营养之品，治疗顽固性

[30]

报告：联用黄芪注射液和硫酸镁注

老年皮肤搔痒症取得满意疗效。总之，黄芪在临床上治疗疾

射液治疗重度支气管哮喘安全有效。郑大伟等[31]报告：加用

病时的扩展应用已经非常多，在此不能一一例举，但已可见

黄芪注射液和参麦注射液治疗支气管哮喘安全有效，可减轻

黄芪在中医临床价值所在，足以引起有识医家临床治疗时重

使用激素所产生的不良反应。

视。

有抑制作用。顾兴江等

2.4 用于肿瘤等其他疾病治疗
黄芪在应用于肿瘤等其他疾病治疗方面，也有良好的疗

3

展

望

效。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①治疗肿瘤。如刘俊波等[32]认为

应用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传统中草药进

黄芪注射液配合放疗治疗鼻咽癌，在提高局部肿瘤控制的同

行临床药效、药理与毒理等全方位的研究，以求揭密破解中

时，提高患者自身的细胞免疫功能，激活机体的免疫活性细

草药的临床适应症与副反应，己成为中草药临床研究的必然

胞有效地清除微小转移灶，从而达到减少远处转移和复发，

途径，随着世界人类基因学组对人类全部基因解密技术的突

提高鼻咽癌的远期疗效。董竞成等

[33]

认为树突细胞（DCs）

破，人类病变基因图谱和基因治疗性药物的产生，传统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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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心肌炎的中医治疗进展
A review of TCM therapy in treating viral myocarditis
周亚滨 1 翟文姬 2 陈会君 3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0；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00；
3.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0）
中图分类号：R54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3-0121-02

【摘 要】 现代医学对病毒性心肌炎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尚无特异的治疗方法。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中医在本病
的防治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疗效。中医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优势在于其独具特色的临床诊疗思想—辨证论治，以及运用单味中药、
复方中药治疗病毒性心肌炎。
【关键词】 病毒性心肌炎；辨证论治；中医治疗
【Abstract】 The modern pathogenesis of viral myocarditis is not yet entirely clear.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specific treatment.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inese medicine achieved good effect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TCM therapy of viral myocarditis is advantageous in its clinical diagnosis concept, which is determining the treatment based in
pathogenesis obtained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a single herb or complex prescription.
【Keywords】 Viral myocarditis; Treatment based on pathogenesis obtained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3.072
病毒性心肌炎是现代医学的病名，表现的症状以心悸、胸
闷、气短、乏力、脉结代等为特征，中医学以其临床表现，归

脾虚痰湿型，治以健脾利湿、清化痰热；气阴两虚型，治以益
气养阴，用三参汤加减；阴虚火旺型，治以滋阴降火。

属“心悸”
、
“胸痹”、
“怔忡”
、
“温病”等范畴。国家标准《中

李红卫[4]以分清虚实寒热，辨明阴阳气血分为 6 型：邪毒

医临床诊疗术语》中将其定名为“心瘅”，指外感温热病邪，

侵心型治宜清热解毒，方用银翘散加减；气阴两虚型治宜益气

或因手术等创伤，温毒之邪乘虚而入，舍于心，损伤心之肌肉、

养血宁心，方用炙甘草汤合生脉散加减。气滞血瘀型治宜理气

内膜，以发热、心悸、胸闷等为主要表现的内脏瘅病。综合多

活血，宁心安神，方用血府逐瘀汤合生脉散加减。气虚血瘀型

数医家的观点，认为素体正气不足、温热毒邪袭肺侵心，导致

治宜益气活血通络，方用补阳还五汤合生脉散加减。痰浊凌心

心之气血阴阳逆乱失调，兼见痰浊、瘀血、湿阻等多种病理产

型治宜燥湿化痰、温通心阳，方用温胆汤合瓜蒌薤白半夏汤加

物停积为本病的主要病因病机。各医家在论治本病时围绕其病

减。心阳不振型治宜益气温阳利水，方选真武汤加减。

因病机。

1.2 分期治疗

1

辨证论治

1.1 分型治疗
李淑芳[1]将本病分为 3 型：心阳不足治以补益心气、调节

王崇华[5]根据正邪虚实不同分 2 期。急性期毒邪较重，正
气较虚，采用清心解毒；慢性期久病入络，气阴大伤，气血运
行不畅，络脉瘀阻，采用益气养阴通络。
张飚[6]将本病分为 3 期：初期邪毒淫心，以清热解毒为主，

营卫，方药炙甘草汤加减；阴虚余热治以补益气阴、兼清余热，

治宜清热解毒、宁心活血，方用银翘散加减；中期气阴两虚、

方药生脉散加减；气阴两亏、心脾不足治以补益气阴、调养心

气滞血瘀、痰湿内阻，以扶正祛邪为主，治宜益气养阴、理气

脾，方药复脉汤加减。

化痰、活血化瘀，方用清心莲子饮合生脉散加减，酌加理气活

孙汉屏[2]临床上分为 4 型：温毒侵心型治当祛邪解毒护心
安神，方用人参败毒散加减；气阴两虚型治当补益气阴、养心
安神，方用生脉散加味；气虚痰瘀型治当益气化痰通络，方药

血之剂；后期阴阳两虚，以补益气血阴阳为主，治宜补心阳、
益心阴、宁心神，方用炙甘草汤加减。
王振涛[7]认为本病可分为 4 期。急性期为邪毒内侵，分为

党参黄芪桂枝薤白瓜蒌法半夏丹参郁金炙甘草；阴虚火旺型治

风热犯肺侵心证和湿热侵脾攻心证，治以疏风清热、解毒护心，

则当滋阴降火、养心安神，方药生地黄麦冬玄参玉竹沙参丹参

银翘散加减，及化湿清热、解毒宁心，甘露消毒丹加减；恢复

胡黄连五味子龟板鳖甲。

期和迁延期为余邪未尽，气阴两虚，兼有血瘀，分为热毒不尽、

[3]

翁维良 将本病分 5 种证型进行论治：外邪犯心型，治以
清热解毒；气虚血瘀型，治以益气活血，方药血府逐瘀汤加减；

伤阴耗气证和气阴两虚、毒瘀互结证，治以清热燥湿、益气温
阳，及益气养阴、兼解毒活血。后遗症期为脏腑失调，分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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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亏虚、心神不宁兼瘀血阻络证和心脉瘀阻证，治以益气养血、
佐以活血通络，炙甘草汤合桃仁红花煎加减，及活血化瘀、养
血通脉，血府逐瘀汤加减。

药在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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