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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应用 RP-HPLC 建立了小鼠肾脏中儿茶素 EGCG 检测方法，同时探索儿茶素 EGCG 在小鼠肾脏组织分布特
征。小鼠腹腔注射后，不同时间点采集肾脏组织，RP-HPLC 检测其中 EGCG 含量，计算儿茶素 EGCG 在肾脏中的分布。研究结
果表明所建立的 HPLC 检测方法在 0.5～200mg/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0.99）
，平均回收率 85.0%以上，日内和日间精密度均低
于 10.0%。该方法操作简便、灵敏、准确，适合于肾脏组织分布研究。
【关键词】 儿茶素 EGCG；肾脏分布；高效液相色谱
【Abstract】 The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 in mouse kidney, based on
establishing a RP-HPLC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EGCG. Kidney tissue was collected after administeration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Then EGCG concentrations were calculated by RP-HPLC method mentioned abov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good linearity
over the range 0.5～200.0 mg/L (r>0.99). Then the recoveries were more than 85.0% in kidney samples, and the intra- and inter-day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were less than 10.0% in all cases. The RP-HPLC method was specific, simple, sensitive and accurate. And this
method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EGCG distribution in mouse kidney.
【Keywords】 Catechin EGCG; Kidney distribution; HPLC-UV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01
1

前

岛津 SHIMADAZU20AT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浙江大学智

言

儿茶素抗氧化、抗癌等活性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其在体内过
程（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特征，了解儿茶素在体内的动
态过程有助于阐明其功效中间体与健康效应的关系[1-4]。因此，
观察儿茶素在体内的动态变化，评价其分布与利用状况，可以
为科学、合理地评价茶及茶饮料功能提供依据。

达 N2000 色谱工作站，色谱柱为大连伊利特 HypersilBDSC18
柱 （ 5μm， 250mm× 4.6mm）， 保 护 柱 ODSC18 （ 4.6mm×
12.5mm）
，流动相为乙腈∶0.1%柠檬酸水溶液＝10∶90；柱温
30℃，波长 280nm；流速为 1.0ml•min-1；进样量为 20μL。
2.3 样品的处理与制备

儿茶素体内组织分布与消除研究有利于发现新的具有

准确量取 1.5ml 肾脏匀浆液，向其中加入 150μL20%浓度

高生物活性的生物中间体，对开发新药和新型保健品具有重

抗坏血酸，漩涡混匀 0.2min，向其中加 3ml 乙酸乙酯，振荡器

要意义，同时对其体内过程和中间体筛选亦具有参考价值。

漩涡 3min，6000r/min 高速离心 5min，取出全部上层有机相，

本文利用儿茶素 EGCG 在小鼠肾脏分布研究来探索儿茶素

乙酸乙酯重复萃取一次，合并两次萃取所得的有机相，于 45℃

在机体内的分布规律，为今后的儿茶素类化合物新型保健品

水浴中氮气流吹干，残渣用 0.5ml 的 10%乙腈水溶液复溶，加

制剂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方法和理论依据，扩大了儿茶素类化

入等体积的正己烷，
漩涡混匀 2min，
18000r/min 高速离心 3min，

合物的应用范围和开发空间

[5-6]

，进一步提升了茶叶的科技

含量和附加值。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与试剂

弃去全部上层有机相，正己烷重复萃取两次，18000r/min 高速
离心 5min 后，吸取上清液 20μL 进样分析。
2.4 标准曲线制备
儿茶素 EGCG 溶解于甲醇溶液中，将 EGCG 储备液分别
稀释成 0.5～200mg/L 系列标准液，向具塞离心管中分别准确

儿茶素提物为实验室自制，儿茶素 EGCG 标准品购于杭州

加入适量的上述 EGCG 标准液，将离心管于 45ºC 水浴中氮气

和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20101012，纯度 98%以上；色

流吹干，再向上述离心管中加入等体积空白肾脏匀浆液，按照

谱甲醇、乙腈购自杭州米克化工仪器有限公司，其他试剂为分

“2.3 项下样品处理方法”处理后进样分析，以药物峰面积（y）

析纯。

为纵坐标，以质量浓度（x）为横坐标作标准曲线，求出曲线

2.2 色谱分析方法

方程和相关系数（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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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定的色谱分析条件下，肾脏组织中药物 EGCG 与杂质

2.5 方法回收率和精密度
制备含药物曲线范围内高、中、低浓度组织样品 1.0，10.0，

分离良好，通过比较标准液样品、空白组织液、空白组织添加

50.0mg/L 作为质控样品（QC），按照“2.3 项下样品处理方法”

EGCG 样品以及代谢后组织样品的色谱图，结果表明在 EGCG

处理后进样分析，每个浓度样品重复 5 次，以样品中药物与直

相应保留时间处均无干扰峰出现。

接溶于流动相下峰面积比值，计算高、中、低 3 种浓度下方法

3.2 标准曲线

回收率。
比较以上样品于日内和日间 5 次测定的峰面积的变化，

在本试验的样品处理方法和色谱条件下，肾脏中 EGCG 在

计算日内和日间精密度。

0.5～200.0mg/L 浓度范围线性关系良好，利用线性回归方程计

2.6 小鼠体内 EGCG 肾脏分布

算出斜率、截距以及相关系数（见表 1）
。

雄性 ICR 小鼠（25±2）g 购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实验动
物中心，于本实验室 IVC 独立通气笼中适应性饲养 1 周。试验
前禁食 12h，按照 150mg/kg 腹腔注射儿茶素 EGCG，于注射后
不同时间点摘取肾脏组织，按照 1∶1 加入生理盐水匀浆，按
照“2.3 项下样品处理方法”处理后进样分析，进样后将测得
的 EGCG 峰面积分别代入相应的标准曲线方程中计算肾脏样
品中 EGCG 浓度。
3

结

Table 1 EGCG curve equ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kidney tissue
样品

曲线方程

相关系数（r）

肾脏

y＝12101x－275.53

r＝0.9999

3.3 回收率和精密度
在上述萃取方法和检测条件下，儿茶素 EGCG 在肾脏中的
回收率达 85.0%以上，日内和日间变异系数均小于 10%，说明
EGCG 在肾脏组织中回收率、日内和日间精密度均符合检测要

果

求（见表 2）
。

3.1 色谱图及特异性
Table 2 Kidney tissue recovery and precisi on of EGCG（n=5）
精密度（%）

添加浓度
回收率 （%）

样品名称
mg/L

肾脏

日内

日间

1.0

87.41±8.29

6.82

9.49

10.0

91.86±7.05

5.88

7.67

50.0

94.36±6.27

6.64

7.86

雄性 ICR 小鼠按照上述方法腹腔注射后，不同时间点采集

intestinal absorption of cholesterol in rats[J].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肾脏，按上述方法处理后，进样分析，将 EGCG 峰面积代入标

(BBA)-lipids and lipid MetaboLism,1992,1127(2):141-146

准曲线方程，计算相应时间点肾脏中 EGCG 浓度，肾脏组织体

[3]Lambert Joshua D, Yang Chung S. Cancer chemopreventive activity and

内分布，见图 1。

bioavalability of tea and tea polypheols[J]. Muta res, 2003,523:201
[4]Elmet s CA, Singh D, Tubesing K, et al. Cut aneous photoprot ect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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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鼠肾脏组织中 EGCG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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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立了一种简便、快速、灵敏、准确的小鼠肾脏组
织中 EGCG 定量检测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 EGCG 在小鼠
肾脏分布研究，结果表明该分析方法能够满足小鼠肾脏中
EGCG 分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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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板蓝根治疗小儿咳嗽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es on treating infantile cough with Huanqin and Banlangen
陈银山 赵占景 王 辉
（河北省晋州市中医院，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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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清热解毒药物对小儿咳嗽的疗效。方法：将门诊就医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00 例，治疗组以清热
解毒药物黄芩、板蓝根为主药结合临床辨证施治，对照组利用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治疗组药物组成黄芩、板蓝根，风寒咳嗽加
紫苑、冬花，风热咳嗽加银花、连翘，痰湿咳嗽加陈皮，热痰加川贝母、地龙、桑白皮、瓜蒌，寒痰加桔梗、白前、半夏，久咳
加批把叶，痰热闭肺加麻黄、生石膏、杏仁。对照组利用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进行治疗。以治疗 1 星期为限，判断治疗结果。结
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98%，对照组有效率为 80%，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有差异（P<0.05）
，治疗组治愈率 60%，对照组治愈率 30%，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的差异（P<0.01）
。结论：清热解毒药物对小儿咳嗽疗效显著。
【关键词】

清热解毒；小儿咳嗽；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infantile cough in TCM of heat-clearing and detoxicating effect.
Methods: The out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CM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CM herbs of heat-clearing and detoxicating effect including Huangqin and Banlange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8%,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0%,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cur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60%,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30%,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Conclusion: Chinese herbs of heat-clearing and detoxicating effect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fantile cough.
【Keywords】 Heat-clearing and detoxicating; Infantile cough;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02
咳嗽是小儿时期常见病、多发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病，

阴影者 10 例，X 线检查无异常者 60 例，病程长者 3 年，病程

冬春季节多见。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制定：咳

短者 3d，平均（20±2）d。对照组年龄最小者 11 个月，最大

嗽是呼吸系统疾病的常见症状，有利于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和

者 14 岁，平均（5.6±1.5）岁，女性 57 例，男性 43 例，发热

有害因子，但频繁剧烈的咳嗽对患者的健康成长、生活和社

者 55 例，温度最高 38.5˚C，19 例，呼吸气急鼻翼煽动者 9 例，

会活动造成严重的影响。临床上咳嗽病因繁多且涉及面广，

咽红乳蛾红肿者 39 例，血常规检查白细胞每立方毫米一万以

特别是胸部影像学检查无明显异常的慢性咳嗽患者，此类患

上者 66 例，白细胞每立方毫米一万以下者 34 例，中性粒细胞

者最易被临床医生所疏忽，很多患者长期被误诊为“慢性支

偏高者 51 例，淋巴细胞偏高者 49 例，X 线检查肺纹理增重者

气管炎”或“支气管炎”，大量使用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或者

31 例，肺部有阴影者 8 例，X 检查无异常者 71 例，病程长者

因诊断不清而反复进行各种检查，不仅增加了患者痛苦，也

3 年，病程短者 2.5d，平均（19±2）d。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

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笔者自 2008 年 1 月～2012 年 1 月，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运用清热解毒加上辨证施治治疗小儿咳嗽，获得了较好的疗

1.2 诊断标准

效。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 例患者均为门诊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22 个专业 95 个病种中医
诊疗方案》肺病科中医科诊疗方案、咳嗽诊疗方案、儿科中医
诊疗方案、肺炎喘嗽诊疗方案[1]。
1.3 治疗方法
1.3.1 治疗组

组 100 例，治疗组年龄最小者 10 个月，最大者 14 岁，平均年

药物组成：黄芩、板蓝根，以此为主药，在此基础上，根

龄（5.5±1.3）岁，女性 58 例，男性 42 例，发热者 60 例，温

据临床症状，辨证施治，加减变通，风寒咳嗽加紫苑、冬花，

度最高 38.5˚C，20 例，呼吸气急鼻翼煽动者 10 例，咽红乳蛾

风热咳嗽加银花、连翘，痰湿咳嗽加陈皮，热痰加川贝母、地

红肿者 38 例，
血常规检查白细胞每立方毫米一万以上者 68 例，

龙、桑白皮、瓜蒌，寒痰加桔梗、白前、半夏，久咳加批把叶，

白细胞每立方毫米一万以下者 32 例，
中性粒细胞偏高者 50 例，

痰热闭肺加麻黄、生石膏、杏仁。

淋巴细胞偏高者 50 例，X 线检查肺纹理增重者 30 例，肺部有

1.3.2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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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③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X 线及血常规检查无变化。

按平时常规治疗，除无黄芩、板蓝根外余同上。
1.3.2 疗程

2

治疗组和对照组均是治疗 7d，判断疗效。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1.3.3 疗效标准

见表 1。

①痊愈：临床症状消失，X 线检查及血常规检查均正常；
②有效：临床症状好转，X 检查及血常规检查有不同成都的好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治愈率

有效率

无效率

治疗组

100

60

38

2

60

98

2

对照组

100

30

50

20

30

80

20

注：由表可以看出，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有差异，有效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愈率两组有明显差异（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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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黄芩苦寒，清热泄火，清热燥湿，现代医学研究，黄芩含

咳嗽是以咳嗽症状命名的肺系病证，临床十分多见。咳以
声言，嗽以痰名，有声有痰谓之咳嗽。早在《皇帝内经》中即
有对咳嗽的记载，如《皇帝内径素问•宣明五气篇》说：
“五气
所病•
•肺为咳”
。张景岳将咳嗽归纳为外感、内伤两大类，并认
为均属肺系受病所致，《景岳全书•咳嗽》篇谓：“咳嗽之要，
止惟二证，何为二证？一曰外感，一曰内伤而尽之矣。
”
“咳证
[2]

虽多，无非肺病。 ”
咳嗽得不到有效治疗，日久易形成变异性哮喘。临床表现
为刺激性干咳，通常咳嗽比较剧烈，夜间咳嗽为其重要特征。
感冒、冷空气、灰尘、油烟等容易诱发或加重咳嗽[3]。咳嗽有
反复发作、迁延不愈的特点，有一部分患者可发展成为典型哮
喘[4]。从该病的发生、发展所表现的临床症候分析，众多医家
对其病因病机大多从两个方面认为。①内因：梁建伟等[5]认为
肝与肺在生理和病理上关系十分密切，在生理上肺气的肃降要
靠肝气的疏泄，同时肺气的肃降正常有助于肝气的疏泄。在病
理上两者则相互影响，肝郁气滞可以影响肺气的宣发肃降，肝
郁化火，上逆于肺，或肝阴不足阴虚火泛，上饶于肺，均可致
“肺为气之主，
肺失肃降而作咳。邓雪[6]根据《类证治裁•喘证》
肾为气之根”及五行学说“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生的理论
认为，咳嗽与肺肾密切相关，其标在外表现肺失宣降，其本在
内为肾不纳气，本虚标实，上实下虚。②外因：气候骤变，寒
热失调，接触异物，过食生冷咸酸等因素诱发。江淮明[7]认为
病因以风邪为主，病机为风邪袭肺，气道乱急，肺气上逆为主。
李妮[8]认为风邪外感，肺内痰蕴，久咳肺气外散，气阴不足，
内外兼病，虚实并见。
小儿为纯阳之体，一旦患病，病邪易从阳化热，而且热邪
易化火动风，故临床小儿热病（证）最多，而且易在热病（证）
中出现壮热、惊惕甚至抽搐、神昏等证。叶天士《幼科要略》
云：
“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证）最多”
。小儿患咳

有黄芩素、贝加因及黄芩宁等，具有解热、利尿、抗菌、抗病
毒、抗真菌、镇静及降压等作用，对痢疾杆菌、绿脓杆菌、葡
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等有较强的抗菌作用，对
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有抑制作用。板蓝根苦寒，清热凉血解毒，
现代医学研究，板蓝根为广谱抗生素药，对多种病毒都有拮抗
作用，对多种革兰氏阴性及阳性菌均有抗菌作用。我们以黄芩、
板蓝根为主药治疗小儿咳嗽，随机将小儿咳嗽患者，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利用传统的辨证施治的疗法进行治疗，治
疗组利用清热解毒加上辨证施治进行治疗，效果非常满意，说
明黄芩、板蓝根对咳嗽是行之有效的，用后痊愈患者多，有效
率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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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易出现热毒壅盛之征象，临床表现为咽红充血，乳蛾红肿，
咳嗽气急，鼻翼煽动，张口抬肩，舌红苔黄，脉数等热像。用
现代医学对咳嗽患者进行细菌培养及病毒分离，发现多为病毒
及细菌感染，病毒一般以流感病毒、腺病毒、合胞病毒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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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以肺炎双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葡萄球菌为多，往往是病
毒细菌混合感染，发病初期以病毒感染为主，随之就是细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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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桂枝人参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60 例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60 c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with
the modified Guizhi Renshen decoction
张广安
（洛阳市西工区妇幼保健中心，河南 洛阳，471000）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05-03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桂枝人参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症的疗效。方法：将 60 例患者按中医临床辨证分为心血瘀阻、气
滞心胸、痰浊阻闭、寒凝心脉 4 型为治疗组，应用加味桂枝人参汤治疗 8 周（4 周为 1 个疗程）
；并设 40 例也按中医临床辨证，
同治疗组一样分为 4 型，应用复方丹参片治疗为对照组。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症状总有效率分别为 91.66%和 67.5%，差异
有显著性（P<0.01）
。结论：加味桂枝人参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症疗效显著，适宜于各证型的治疗，且无不良反应。
【关键词】 冠心病心绞痛；中医药疗法；加味桂枝人参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modified Guizhi Renshen decoction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Methods: 6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4 types based on TCM symptoms and signs, which was Xinxue Yuzu type, Qizhi Xinxiong type,
Tanzhuo Zubi type, Hanning Xinmai type. Modified Guizhi Renshen decoction were given for 8 weeks. Another 4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4 types and given Complex Danshen pill as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1.66% and 67.5% random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Conclusion: Modified Guizhi Renshen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with no adverse reaction.
【Key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TCM therapy; Modified Guizhi Renshen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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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基本资料及中医辨证分型见表
1、表 2。

1.1 一般资料
100 例病案均为洛阳市西工区妇幼保健中心中医科患者，
表 1 患者基本资料
组别

性别

年龄范围

男

女

治疗组 60 例

36 例

24 例

41～67 岁

对照组 40 例

23 例

17 例

41.5～66 岁

平均年龄

病程

平均病程

<半年

0.5～3 年

>3 年

（58.2±6.3）岁

15 例

28 例

17 例

（2.24±1.62）年

（57.6±6.5）岁

10 例

22 例

8例

（2.18±1.42）年

表 2 两组中医辨证分型
组别

总例数

心血瘀阻

气滞心胸

痰浊阻闭

寒凝心脉

治疗组

60

22

18

11

9

对照组

40

13

12

7

8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性别、年龄、病情、病程以及中医辨证分型等资料，差异无显著性（P>0.05）
，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
1.2.1 中医诊断及辨证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胸痹急症协作组制定的《中医内
科急症诊疗规范》中胸痹心痛（冠心病心绞痛）急症诊疗规范。
临床表现：膻中或心前区憋闷疼痛，疼痛性质可为隐痛、胀痛、
刺痛、绞痛，疼痛可窜至左肩背、咽喉、胃脘部、左上臂内侧

1.2.2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诊断标准”
，
选择符合劳累性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临床表现：突然发生的
位于胸骨体上段或中段之后的压榨性、闷胀性或窒息性疼痛，
亦可波及大部分心前区，可放射至左肩、左上肢前内侧达无名
指和小指，其性质在 1～3 个月内无改变，病程在 1 个月以上，

不得卧，严重者可见胸痛剧烈，持续不解，汗出肢冷，面色苍

每周发作 2 次以上，每次持续 3min 以上。③心电图：心电图
有明显的心肌缺血，即 R 波占优势的导联上有缺血型 ST 段下

白，唇甲青紫，脉散乱或微细欲绝等。

降超过 0.05mv，或正常不出现 T 波倒置的导联上，T 波倒置超

等部位，呈反复发作性，常伴有心悸、气短、自汗，甚则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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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mm。

降脂、降粘药物和其它能直接影响本病的治疗。

1.3 心绞痛严重度分级
按劳累时发生心绞痛的情况，可将心绞痛的严重程度分为

2.2 观察方法
①建立统一观察表，每周观察记录一次病情变化，以提高

四级。I 级：正常活动时无症状，较日常活动重的体力活动，
如平地小跑步，快速或持重物上三楼，上陡坡等时１引起心绞

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和可靠性；②记录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含服
硝酸甘油的用量及次数；③记录各组药物的起效及持续时限。

痛。II 级：日常活动稍受限制，一般体力活动，如常速步行 1.5～
2km，上三楼，上坡等时引起心绞痛。III 级：日常活动明显受

④记录治疗前后及用药期间血压、呼吸、脉搏、心率、心肺听
诊；⑤治疗前及疗程结束时检测心电图；⑥治疗前后采血检测

限。即较日常活动轻的体力活动，如常速不行 0.5～1km，上二
楼，上小坡等即引起心绞痛。IV 级：轻微体力活动，如在室内

血脂、血流变学指标。
2.3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等级资料用 Ridit 分析。

缓行，即引起心绞痛，严重者休息时亦发生心绞痛。
1.4 病例排除标准
①有心力衰竭，明显的心动过缓（<50 次/min）
，II、III 度
房室传导阻滞，不稳定型心绞痛或有心肌梗死前兆；②合并脑、
肝、肾及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及严重心功能障碍者；
③患重度神经官能症及精神病者；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⑤未

治疗结果

疗效评定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胸痹急症协作组制
定的《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中胸痹心痛（冠心病心绞痛）
急症诊疗规范。
3.1 心绞痛疗效评定标准

按规定服药者。
2

3

显效：治疗后心绞痛分级降低 II 级，原 I、II 级者心绞痛
基本消失，即较重的超过日常活动的体力活动时，也基本不出

治疗及观察方法

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以桂枝人参汤为基本方加减治疗，组方为瓜娄 15g，

现心绞痛，不需要服用硝酸盐类药物者；有效：治疗后心绞痛
分级降低 I 级，原 I 级者心绞痛症状基本消失，硝酸盐类药物

薤白 10g，人参 10g，白术 15g，干姜 10g，炙甘草 10g，桂枝
10g，枳实 12g，丹参 10g，川芎 8g。心血瘀阻者加当归 12g，

减用一半以上；无效：治疗后心绞痛和硝酸盐类药物用量无改
变或有所减少，但未达到有效程度者；加重：治疗后心绞痛发

红花 10g，活血化瘀，通脉止痛；气滞心胸者加柴胡 12g，香
附 10g，郁金 10g，舒肝理气，活血通络；痰浊阻闭者加半夏

作次数、程度及持续时间增剧，硝酸盐类药物用量增加者。
3.2 心电图疗效评定标准

10g，胆南星 10g，菖蒲 10g，通阳泄浊，豁痰宣痹；寒凝心脉
者加细辛 3g，制附子 10g，辛温散寒，宣通心阳。先用水 500ml

显效：心电图恢复到正常；有效：ST 段下降者经治疗后
回升 0.05mv 以上，但未达到正常，在主要导联倒置的 T 波变

浸泡 30min，头煎水沸后以慢火煎 30min，取药液，再加水
400ml，水沸后慢火将药液煎至约 300ml，将两次药汁合并，

浅达 50%以上或 T 波由平坦转为直立；无效：心电图与治疗前
基本相同或虽有改善，但未达到有效标准者；加重：心电图 ST

分 2 次温服。对照组口服复方丹参片（成份：丹参、三七、冰
片。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3 片/次，3 次/d，以

段较治疗前下降 0.05mv 以上，在主要导联倒置的 T 波加深 50%
以上或直立 T 波转为平坦，平坦 T 波转为倒置。

4 周为１个疗程。两组均用药连续观察 2 个疗程。全部病例在
治疗观期间，除其它疾病、急症临时处理措施外，停用降压、

3.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总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0

23

32

5

91.66

对照组

40

10

17

13

67.5

注：治疗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

3.4 两组各证型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4。

表 4 两组各证型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证型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心血瘀阻

22

9（40.9）

12（54.55）

1（4.55）

21（95.45）

气滞心胸

18

7（38.89）

10（55.56）

1（5.56）

17（94.44）

痰浊阻闭

11

3（27.27）

6（54.55）

2（18.18）

9（81.82）

寒凝心脉

9

4（44.44）

4（44.44）

1（11.11）

8（88.89）

心血瘀阻

13

4（30.77）

6（46.15）

3（23.08）

10（76.92）

气滞心胸

12

3（25.0）

7（58.33）

2（16.67）

10（83.33）

痰浊阻闭

7

1（14.29）

2（28.57）

4（57.14）

3（42.86）

寒凝心脉

8

2（25.0）

2（25.0）

4（50.0）

4（50.0）

注：治疗组各证型间疗效差异无显著性（P>0.05），提示加味桂枝人参汤适宜于冠心病心绞痛各证型的治疗。对照组各证型疗效差异亦无显著性（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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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冠心病心绞痛是一个本虚、

冠心病心绞痛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急剧的暂时的缺
血与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症。其特点为阵发性的前胸压榨性
疼痛感觉，主要在胸骨体上段或中段之后，可波及心前区。常
放射至左肩、右肩内侧达无名指和小指，或至颈、咽或下颌部，
属中医学“胸痹心痛”的范畴，多发生于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目前，复方丹参片被认为具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功能，
是一种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且毒副作用较少的药物。但也有部
分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应用复方丹参片后，仍不能缓解症状和
减少发病次数。中医学认为胸痹心痛是由于正气亏虚、痰浊、
淤血、气滞、寒凝而引起的心脉痹阻不畅所致。人过中年，肾
气渐衰。肾阳虚衰，则不能鼓动五脏之阳，引起心气不足或心
阳不振，血脉失于温煦，寒凝气滞，胸阳不展，鼓动无力而痹
阻不通。若肾阴亏虚则不能滋养五脏之阴，可使心阴内耗。心
阴亏虚，脉道失润，心火偏旺，灼津成痰，痰浊痹阻心脉，清
阳不展，气机不畅。气机不畅又复使肝失疏泄，肝郁气滞，郁
久化火，灼津成痰，气滞痰浊痹阻心脉，血行不畅而作痛。
人过中年常劳倦思虑，饮食失节，忧思伤脾。一则气血生
化无源，气虚无力推动血行，血虚无以濡养心脉，二则脾伤无
以运化水湿，聚湿生痰，痹阻心脉。《内经》云：经脉流行不

标实的发病过程。本虚为阴阳气血亏虚，标实为淤血、寒凝、
痰浊、气滞交互为患。加味桂枝人参汤正是基于这一病理变化
而组方的。方中以人参、白术、甘草补益心脾，益气复脉，推
动血行为君；桂枝、干姜温阳通脉，温散血中之寒凝，鼓动血
行；瓜蒌、薤白、枳实宽胸散结，行气化痰除痞，共为臣药；
川芎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为血中之气药，开胸中之郁结，为
方中佐药；丹参功善活血祛瘀，通行血脉，即能祛瘀生新而不
伤正，又能引诸药直达心经之病所，为使药。诸药配伍，寓通
于补，共奏活血化瘀、行气散结，化痰除痞、温阳痛经、益气
复脉的综合功能。使气虚者得以补益，痰浊、淤血、寒凝、气
滞之邪实者，得以尽除。血脉通畅则疼痛自止，诸邪所致的冠
心病心绞痛自然康复。
参考文献：
[1]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10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1231-1235
[2]沈绍功,王承德,闫希军.中医心病诊断疗效标准与用药规范[M].北京:北京
出版社,2001:253-258
[3]史宇广,单书健.当代名医临证精华[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20-21
[4]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心腹痛[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435

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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栝楼桂枝汤治疗中风后肢体痉挛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limbs spasm from cerebral apoplexy with
the Gualou Guizhi decoction
陈瑛玲 1 陈立典 1 陶 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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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运用《金匮要略》“栝楼桂枝汤”治疗中风后肢体痉挛的临床疗效，为中风恢复期肢体痉挛提供中药
治疗的临床依据。方法：将 52 例符合入组条件的病例随机分为治疗组（栝楼桂枝汤结合康复训练）和对照组（单纯康复训练）
，
治疗组 25 例，对照组 27 例，两组均接受常规治疗，疗程 4 周。治疗前后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肢体运动
功能 Fugl-Meyer 评分；并利用表面肌电图记录患侧膝关节屈曲肌群最大等长收缩时股直肌和股二头肌的肌电活动，比较两组治疗
方法对中风后肢体痉挛的疗效。结果：改良 Barthel 指数及表面肌电图的肌电活动均提示治疗组在患肢功能改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栝楼桂枝汤对治疗中风后肢体痉挛有较好的疗效，对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对于肢体运动
功能的康复治疗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栝楼桂枝汤；中风/脑卒中；肢体痉挛；表面肌电图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Gualou Guizhi decoction on treating limbs spasm from cerebral
apoplexy. Methods: 5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5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27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for 4 treatment courses. Results: Modified Barthel index and myoelectricity activities of facial
electrogram in the treated group improved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Gualou Guizhi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efficacy on treating limbs spasm from cerebral apoplexy.
【Keywords】 Gualou Guizhi decoction; Cerebral apoplexy; Limbs spasm; Facial electrogra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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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痉挛是中风偏瘫后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发病后因肢体

1

肌张力增高或伴随肢体痉挛的出现，导致运动的不协调，从而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影响肢体的功能锻炼，不利于康复治疗。目前，临床上所应用

本研究选取 2012 年 4 月～2012 年 9 月在福建中医药大学

的药物主要是全身性药物如巴氯芬、苯二氮卓类或肉毒素等，

附属人民医院康复病区、脑病科住院的中风患者包括脑出血、

虽然有一定疗效，但是药物的副作用较大，不适合中风患者长

脑梗死后肢体痉挛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符合筛选标准并最终

时间应用[1]。导师从历代古医籍中搜集整理栝楼桂枝汤的应用

完成观察的患者共计 52 例，全部入组病人根据随机数字表法

文献，明确该方具有滋养经脉，柔筋缓急之效，并结合其多年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25 例，对照组 27 例，具体情况

从事脑血管病康复治疗的临床经验，将其应用于治疗中风后肢

如下。

体痉挛，收效良好。本研究采用栝楼桂枝汤治疗脑卒中后肢体
痉挛，现报道如下。
表 1 两组脑卒中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性别

病变性质

偏瘫侧
左

年龄(岁)

右

病程(d)

男

女

脑梗死

脑出血

治疗组

12

13

13

12

14

11

65.00±9.63

28.83±4.31

对照组

11

16

10

17

15

12

65.1±10.59

33.42±3.92

注：表 1 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在性别、病变性质、偏瘫侧、年龄、病程等各方面经统计学检验（卡方或两独立样本 t 检检）
，无显著性差异（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相关标准

郁李仁。水煎服，1 剂 d。药物制备：中药饮片来自中药房，

中风诊断标准：参照 1996 年 1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
急症协作组公布的“中风病诊断标准”；脑卒中（脑出血、脑
梗死）诊断标准参照 1995 年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全国脑血管
学术会议制订的脑血管病诊断要点》
。
纳入标准：①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②病情基本稳定，
用改良的 Ashworth 量表评定瘫痪肢体肌张力 1～3 级。③发病

采用全自动煎药机煎药。服用方法：水煎 l 剂/d，1 剂煎 2 包各
200ml，早晚分服。疗程 4 周。
3

疗效观察

3.1 观测周期
药物治疗不间断，康复训练 1 次/d，每周治疗 6d（每周日
不进行治疗）
，疗程均为 4 周。康复评定在治疗前、治疗 4 周

3 个月内。④首次诊断脑卒中。
排除标准：①非脑血管疾病所致的肌痉挛的患者。②神志

后各评定 1 次。各种评定均由同一医师进行，该医师不参加治

昏迷或生命体征不稳定者。③惧怕治疗或不合作的患者。④合

疗，且不知道分组情况。表面肌电图检测分别在治疗前 1d，及

并严重的心、肺、肝、肾疾病与精神病患者。

治疗结束后第 1 天各检测 1 次，检测医生不知道分组情况。

2

3.2 观测指标

治疗方法

①改良 Ashworth 痉挛分级量表评分；②日常生活活动能

2.1 对照组
康复训练组主要以 Bobath 的成人偏瘫训练法为主。治疗
师一对一训练，1 次/d，每周治疗 6d（每周日不进行治疗）
，保
证训练休息时间抗痉挛体位的正确放置。疗程 4 周。
2.2 治疗组
栝楼桂枝汤＋康复训练组在与对照组相同康复治疗的基
础上接受栝楼桂枝汤治疗。具体方法如下：方药：栝楼根 30g，
桂枝 9g，芍药 15g，甘草 6g，生姜 9g，大枣 12 枚。随症加减：

力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分；③肢体运动功能 Fugl-Meyer 评测；
④治疗前后患侧膝关节屈曲肌群最大等长收缩时股直肌和股
二头肌的积分肌电值、协同收缩率。
3.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7.0 医学统计软件。测定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对主要观测指标分别选用全分析集和符合方案集
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次要观测指标选用符合方案集的数据进行

痰浊甚者，加石菖蒲、远志、茯苓化痰开窍；阴虚内热，加白

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

薇、青蒿、黄连、淡竹叶；抽动不安、心烦失眠者，加栀子、

数资料用卡方检验，参数间相关关系采用简单相关分析。

夜交藤、炒枣仁、生龙骨、生牡蛎；阴虚多汗，加沙参、麦冬、

3.4 治疗结果

五味子；气虚自汗，加黄芪、浮小麦；大便不通者，加火麻仁、

3.4.1 两组中风患者治疗前后改良 Barthel 指数比较（见表 2）

表 2 改良 Barthel 指数比较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组

25

47.52±10.02

56.72±10.57

-7.605

P<0.01

对照组

27

48.51±8.88

54.59±9.97

-9.486

P<0.01

注：两组治疗前后比较，治疗前后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两组均有效；两组治疗前后评分差异比较，治疗组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

3.4.2 两组中风患者治疗前后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得

分比较（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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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得分比较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25

57.16±10.02

对照组

27

56.15±7.60

t

P

64.76±9.33

-7.907

P<0.01

64.00±9.37

-10.489

P<0.01

注：两组治疗前后比较，治疗前后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两组均有效；两组治疗前后评分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3.4.3 两组中风患者治疗前后患侧膝屈曲肌群最大等长收缩时

sEMG 信号分值比较（ x ± s ）
。

表 4 两组中风患者治疗前后患侧膝屈曲肌群最大等长收缩时 sEMG 信号分值比较
组别

n

治疗组

25

对照组

27

时间

股直肌 iEMG（mV•s）

股二头肌 iEMG（mV•s）

协同收缩率（%）

治疗前

36.67±4.50

32.18±4.29

47.13±5.98

治疗后

40.66±5.01

44.23±5.62

42.69±6.12

治疗前

35.79±5.22

33.27±5.02

46.56±4.72

治疗后

41.24±4.48

42.82±4.58

43.78±5.28

注：两组治疗前后协同收缩率显著减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有效；两组治疗前后协同收缩率差异比较，治疗组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
。

4

讨

论

中风患者在恢复过程中常有患肢痉挛的出现。中风后偏瘫
痉挛的中医文献记述散见于“中风”、“非风”等病证中，《景
岳全书•非风》曰：
“偏枯拘急、痿弱之类，本由阴虚言之详矣，
然血气本不相离，故阴中有气，阴中亦有血，何以辨之?夫血
非气不行，气非血不化。凡血中无气则病为纵缓废弛，气中无
血则病为抽掣拘挛”
。
《临证指南医案•中风》华岫云按：
“若肢
体拘挛，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舌强言謇，二便不爽，此本体
先虚，风阳夹痰火壅塞，以致营卫脉络失和。”故可认为其病
机多为阴血亏虚、络脉瘀阻、筋脉失养。痉病病位在筋脉，属
肝所主，筋脉有约束联系或保护骨节肌肉的作用，其依赖肝血
相濡养而保持刚柔相兼之行，如阴血不足，肝失濡养，筋脉刚
劲太过，失去柔和之性，则发为痉证。如《景岳全书•痉证》
说：“痉之为病，……其病在筋脉，筋脉拘急，所以反张”其
病理变化主要在于阴虚血少，筋脉失养。
《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第二》曰：
“太阳病，其证备，
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楼桂枝汤主之”
，中风与痉病
虽有不同，但在疾病的发展后期却与痉病具有相同的病机，即
营血津液亏虚、筋脉失养。所以，依据异病同治原则，可同用
栝楼桂枝汤进行治疗。
栝楼桂枝汤中栝楼根，即天花粉，量重为君药，其性味甘、
微苦，微寒，取其清热生津，养阴柔筋之功效。白芍，性味酸、
苦、凉，有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收汗之功，在本方中用
量居二为臣药。桂枝，辛、甘、温，有发汗解肌，温经通脉，
助阳化气，散寒止痛之功。白芍、桂枝与栝楼根合用，牵制了
栝楼根寒凉之性，又助栝楼根疏通经络之效。方中白芍、桂枝
两药合用，有酸甘化阴之功，使人阴液恢复，筋脉得养，柔筋
缓急，疼痛不生。生姜、大枣、甘草有温中缓急之效。
表面肌电图（sEMG）是神经肌肉系统进行随意性和非随意
性收缩性活动时的生物电变化，经表面电极引导、放大、显示
和记录所获得的一组电压时间序列信号，并经计算机处理为具
有对肌肉功能状态特异和敏感的依赖性的时、频变化值[2]。这种
生物电信号与肌肉的活动情况和功能状态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
联性，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神经肌肉的活动。Onishi 等[3]
对积分肌电值（IEMG）与肌力和肌张力的关系研究指出：肌肉

随意静力收缩时表面电极测定 IEMG 与肌力及肌张力在一定程
度上呈正相关。协同收缩率反映的是拮抗肌在主动肌的收缩过
程中所占比例的多少，脑卒中患者普遍存在拮抗肌协同收缩率
增加的现象，而表面肌电图是反映协同收缩率较理想的方法[4]。
本研究中运用 sEMG 记录中风后肢体痉挛患者治疗前后
患侧膝关节屈曲肌群最大等长收缩时股直肌和股二头肌的肌
电活动，结果提示两组治疗后股直肌 IEMG 均较治疗前降低，
股二头肌 IEMG 均较治疗前提高。两组治疗后协同收缩率均较
治疗前显著降低，两组间治疗前后比较，治疗组较对照组有效。
故可知，治疗组运用栝楼桂枝汤对中风后偏瘫患者肌张力的改
善具有帮助。
另外，本研究中运用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定，提示
两组治疗均有效，但未能体现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前后有显
著差异。而改良 Barthel 指数评定脑卒中，主要侧重活动能力，
本研究中两组治疗前后比较有显著差异，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可说明栝楼桂枝汤对中风后肢体痉挛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的提高有所帮助，并能够对康复训练起到易化作用。
参考文献：
[1]林成杰,梁娟.脑卒中痉挛状态的康复治疗[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9,
24(2):179-182
[2]潘文平,范建中.表面肌电图在康复医学中的一些应用[J].中国康复,2011,
26(2):59-60
[3]Onishi H，Yagi R，Akasab AK，et a1．Relationship between EMG Signals
and Force in Human Vastus Lateralis Muscle Using Multiple Bipolar Wire.
Electrodes[J].Electromyography and Kinesiology,2000,10(1):59-67
[4]朱燕等.恢复期脑卒中患者肘屈伸肌群最大等长收缩的表面肌电图研究[J].
中国康复,2006,21(5):308-309

作者简介：
陈瑛玲（1985-），女，福建三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神经系
统疾病康复。
陈立典（1963-），男，福建福州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博士，研究方向：神经系统疾病康复。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2111922（修回：2013-02-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10-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4

安宫牛黄丸联合亚低温治疗重症脑梗死的
随机对照研究
Random control study on treating severe cerebral infarction with Angong
Niuhuang pill and sub-low temperature treatment
于加军 邰阳升
（辽宁省海城市中医院，辽宁
中图分类号：R743.33

海城，114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10-02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观察安宫牛黄丸联合亚低温治疗重症脑梗死的临床疗效。方法：入选 68 例重症脑梗死的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治疗组 34 例，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给与安宫牛黄丸及亚低温治疗；对照组 34 例，给于常规药物治疗。治疗前后两组
均予临床疗效评定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DS）
。结果：治疗组死亡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后病情恢复程度比较有明显统计学差
异（P<0.05）
。结论：对重症脑梗死的患者，早期应用安宫牛黄丸联合亚低温治疗对于改善预后有显著疗效，并且操作简便、副反
应小、便于在现代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安宫牛黄丸；亚低温；重症脑梗死；随机对照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ngong Niuhuang pill on treating severe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68
patients of severe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4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Angong
Niuhuang pill and the sub-low temperature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medicine treat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evaluation and nerve function defect score (ND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mortalit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sever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it has remarkable curative effect to use early application of Angong Niuhuang pill and sub-low temperature treatment to treat
severe cerebral infarction.
【Keywords】 Angong Niuhuang pill; Sub-low temperature; Severe cerebral infarction; Random control stud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05
重症脑梗死多由脑动脉主干闭塞造成大面积脑缺血缺氧，

溶栓后再通，患肢肌力恢复到Ⅳ级以上并且神志清楚的患

软化坏死，临床上常伴有明显的颅内压增高、严重脑水肿、中

者。

枢性高热等并发症的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其发病率、死亡

1.4 治疗方法

率、致残率居较高。对患者进行有效的脑保护，以降低病死率
及改善预后。我们对 34 例重症脑梗死患者给与安宫牛黄丸联
合亚低温治疗，能有效降低颅内压，保护脑功能，明显降低死
亡率和致残率，与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均连续治疗 14d 为 1 个疗程。
1.4.1 对照组
在常温下给予他汀类强化降脂，有溶栓适应症的给予尿激
酶溶栓治疗，控制血压、脱水降颅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使
用脑保护剂及改善微循环等常规治疗。
1.4.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安宫牛黄丸 1 丸鼻饲，12h/次；

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

联合亚低温治疗仪循环水式冰毯持续亚低温治疗，每小时降温

标准”[1]，及中医辨证属于中风病中脏腑-阳闭，发病 24h 内入

0.5℃～1℃后使肛温在 4～12h 内降至 32℃～35℃，体温在

院的急性重症脑梗死患者，所有患者均为首次发病，患侧肢体

39.0℃的患者腋窝及腹股沟区置冰袋，治疗时间 5～9d，同时

肌力Ⅲ级以下，经头颅 CT 或核磁共振确诊，两组在年龄、性

静脉泵入冬眠合剂（生理盐水 45ml＋氯丙嗪 50mg＋异丙嗪

别、病程及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50mg＋度冷丁 100mg，泵速根据患者体温、血压、心率、肌张

具有可比性。

力等进行调节，一般 2～5ml/h）。治疗过程中采用床旁心电监

1.2 排除标准

护仪连续检测体温、心率、血压、呼吸、脉搏、血氧饱和度、

2 次以上发病患者，伴有严重心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

及凝血功能，并加强气道管理。每隔 4～6h 测定 1 次凝血功能、

严重感染性疾病及多器官功能衰竭者。

肾功能、血气、血糖及血清电解质离子情况，并根据患者神志

1.3 退出标准

状态及监测结果调节冬眠合剂的剂量和泵速，复温方法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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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温。
1.5 疗效评价

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用配对 t 检验，

患者入院时、
治疗后 1 个月各进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根据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拟定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
经功能缺损评分标准”[2]进行疗效评价：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
少 91%～100%，病残程度 0 级为基本痊愈；神经功能缺损评

等级资料比较用秩和检验，以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度评分比较

分减少 46%～90%，病残程度 1～3 级为显著进步；神经功能

治疗前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缺损评分减少 18%～45%为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或增

学意义（t＝0.535，P＝0.573）
；两组治疗后 1 个月神经功能缺

加 17%为无变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增加 18 分以上为恶化；

损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死亡。有效＝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 1。

1.6 统计学分析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1 个月

t值

P值

治疗组

34

46.48±3.53

31.47±5.32

5.213

0.007

对照组

34

45.14±5.95

37.35±8.73

2.596

0.041

2.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21/34），治疗组疗效好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治疗后，治疗组有效率为 85.3%（29/34）
，对照组为 61.8%

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3

组别

n

基本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治疗组

34

15（44.1）

8（23.5）

6（17.6）

3（8.8）

1（2.9）

1（2.9）

对照组

34

10（29.4）

6（17.6）

5（14.7）

5（14.7）

4（11.7）

4（11.7）

讨

论

中医认为：中风病中脏腑闭证多因肝阳暴亢，阳升风动，
气血上逆，挟痰火上蒙清窍，风火痰热之邪，内闭经络所致，
治易清肝熄风，辛凉开窍，应用安宫牛黄丸治之，方中以牛黄
清热解毒，豁痰开窍，熄风止痉；犀角咸寒，清营凉血，安神
定惊；麝香芳香，通达经络，开窍醒神，共为主药。辅以黄芩、
黄连、栀子苦寒泄降，泻火解毒以助牛黄、犀角清泄心包之热；
雄黄解毒豁痰；冰片、郁金通窍醒神，化痰开郁；朱砂、珍珠、
金箔清心镇静安神，熄风止痉定惊，共为佐使药。诸药合用共
收清热解毒、豁痰开窍之效，为治疗高热神昏、中风痰迷的要
药。安宫牛黄丸的药理作用主要表现为抗惊厥作用及解热作
用。动物研究显示，安宫牛黄丸对大脑皮层有抑制作用，对生
命中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能降低惊厥和死亡率；对细菌毒索
引起的家兔发热有明显解热作用。
国际医学界将机体低温分为轻度低温（Mild hypothermia，
33℃～35℃）
、中度低温（Moderate hypothermia，28℃～32℃）
、
深度低温（Profound hypothermia，17℃～27℃）和超深度低温
（Ultra-profound hypothermia，16℃以下）
。1993 年江基尧等首
先将轻、中度低温（28℃～35℃）称之为亚低温随后这一概念
被国内所广泛引用[3]，其作用机制是每降 1℃，细胞代谢降低
4%，当体温降至 30℃，脑的耗氧量为正常时的 50%～55%，
颅内压降低 56%。亚低温治疗具有多重保护效应，可以同时作
用于脑缺血级联损伤反应的多个靶点，保持脂质膜流动性、抑

无变化

恶化

死亡

和耗氧量，使能量消耗减少；维持正常的脑血流和细胞能量代
谢，减轻乳酸堆积；保护血脑屏障，减轻脑水肿及降低颅内压；
改善缺血后低灌注及防止过度灌注损伤；减少脑细胞结构蛋白
破坏，促进脑细胞结构和功能修复[4]；总之，无论是缺血、缺
氧造成的脑组织损害，还是颅脑损伤造成的脑损害，亚低温疗
法都可以降低 ICP，使中枢神经系统的恢复得到明显改善，降
低死亡率，并明显改善预后[5]。
安宫牛黄丸联合亚低温治疗重症脑梗死，能有效降低颅内
压，保护脑功能，明显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对于改善预后起
到一定作用，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可推广应用于现代临床。
参考文献：
[1]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各类脑血管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
1996,29(6):379-380
[2]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脑卒中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
(1995)[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81-383
[3]江基尧,朱诚.亚低温与颅脑创伤临床研究进展[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01,22(8):787-789
[4]易声禹,只达石.颅脑损伤诊治[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5]刘细国,袁先厚,赵时雨.亚低温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临床分析[J].中国临
床神经外科杂志,2007,12(1):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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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破坏性酶反应、抑制脂质过氧化等。有报道认为亚低温治疗
可：降低再灌注期间脑低灌注时脑及全身其他重要器官的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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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络欣减少糖尿病肾病尿微量白蛋白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urinary albumin decrease from
DN with Keluoxin
谭 洪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 昆明，650031）
中图分类号：R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12-02
证型：DBG
【摘 要】 目的：探讨糖尿病肾病采用渴络欣治疗对减少尿微量白蛋白影响及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0 年 6 月～2012
年 9 月收治的 100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应用依那普利治疗，观察组联合渴络欣治疗。结
果：观察组 TC、HDL-C、LDL-C、TG 与治疗前比较有明显差异，对照组上述指标无明显差异（P>0.05）
。观察组治疗后 24h UTP、
ALB、尿 α1-MG、尿 β2-MG 及 Scr 较对照组均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渴络欣治疗糖尿病肾病可缓解临床症状，
具有较高安全性和有效性，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渴络欣；糖尿病肾病；尿微量白蛋白；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Keluoxin in treating urinary albumin decrease from diabetic nephropathy.
Methods: 100 patient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collected from June 2010 to September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enalapril,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Keluoxin. Results: The contents of TC, HDL-C,
LDL-C and TG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pretreatment,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content of
UTP, ALB, urinary α1-MG, urinaryβ 2-MG and Scr 24h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reated group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
Keluoxin can relieve clinical symptom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with higher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Keluoxin; Diabetic nephropathy; Urinary albumi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06
糖尿病肾病（DN）为微血管并发症之一[1]，易造成终末期

停用调脂、抗凝药。控制血压、血糖水平稳定 2 周后，对照组

肾衰竭，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选择一种有效的方案治疗是
控制 ALB 排泄，改善预后的关键。本次研究选择我院 2010 年

依那普利 10～20mg 口服，2 次/d。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渴络
欣胶囊 2.0g，3 次/d。

6 月～2012 年 9 月收治的 100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随机按观察
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划分，对照组单纯应用依那普利治疗，观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检测两组空腹血糖及血脂变化，临床 24h 尿

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渴络欣治疗，回顾临床资料，现报告如下。

清蛋白排泄率（UAER）及 24h 尿蛋白定量（UTP）等。
1.4 统计学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统计学软件采用 SPSS13.0 版，组间计量数据采用（ x ± s ）
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的对象共 100 例，男 56 例，女 44 例，年龄

结

果

49～65 岁，平均（54.7±8.2）岁。均符合 1999 年 WHO 制定
的糖尿病诊断标准。年龄 18～65 岁，病程≥5 年。4 周内无血

2

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抑制剂
（ARB）应用史，8 周内无肾毒性药物使用史。排除其它疾病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血清三酰甘油（TG）
与治疗前比较有明显差异，对照组上述指标无明显差异

及合并症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在一般
情况上具有可比性（P>0.05）
。

（P>0.05）。两组治疗后 24h UTP、血清蛋白（ALB）、尿 α1
微量蛋白（α1-MG）及尿 β2 微量蛋白（β2-MG）均明显改善，

1.2 方法
两组均采用常规饮食、运动、胰岛素及降糖药物等治疗，

观察组改善幅度优于对照组（P<0.05）。与治疗前比较，观察
组治疗后血肌酐（Scr）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0.05）
。见表 1。

观 察 组 血 清 总 胆 固 醇 （ TC ）、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胆 固 醇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及空腹血糖变化比较（ x ± s ，mmol/L）
TC

TG

LDL-C

HDL-C

FBG

治疗前

7.08±2.42

2.73±0.86

4.17±1.45

1.11±0.46

6.22±0.47

治疗后

5.88±1.66*

2.35±1.07*

3.63±1.52*

1.33±0.54*

5.99±0.54

治疗前

7.02±2.49

2.78±0.92

4.08±1.26

1.15±0.44

6.17±0.52

治疗后

6.59±1.98

2.58±1.11

4.02±1.33

1.24±0.52

6.08±0.48

组别
观察组（n=50）
对照组（n=50）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3

讨

论

中医学将糖尿病肾病归属于“消渴”范畴，以阴虚燥热、

气阴两虚为主要病机，以脾肾阳虚证为疾病基本证型及病机特
征[3]。进展中脾失健运为关键因素，肾阴、肾气亏虚是发展及
转化的主要矛盾及内在基础，兼见血瘀证为病理改变，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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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的因素。现代病理学研究显示，肾脏高滤过、高灌注是造

参考文献：

成终末期肾衰的最主要因素，临床蛋白尿期后肾脏将较难逆
转，故早期改善高凝状态、活血化瘀为糖尿病肾病治疗的重点，

[1]高国丽,车光升,董瑶,等.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J].中国老年学

与中医学理论符合[4-5]。
渴络欣胶囊具有活血化瘀、益气养阴等作用，在气阴两虚

[2]White KE.research into the glomerular podocyte-is it relevant to diabetic

兼夹血瘀证的糖尿病肾病治疗中效果显著[6-7]。渴络欣胶囊以枸
杞子、黄芪、太子参、女贞子、大黄、水蛭为主要成分。在糖
尿病肾病中，黄芪具有抗氧化，抑制蛋白激酶 C 的激活，对转
化生长因子-β 等多种细胞因子活性作用进行调节。大黄具有抗
纤维化、抗氧化及对转化生长因子-β 等多种因子表达抑制，枸
杞子、太子参、女贞子均有一定的肾脏保护作用；水蛭对糖尿
病大鼠肾脏病变的进展有明显延缓效果，可能通过改善糖尿病
肾病大鼠血流变紊乱，使纤溶活性增强，降低氧自由基造成的
损伤。依那普利可改善肾小球滤过膜的通透性，改善肾小球内
高滤过、高压力、高灌注，减少尿蛋白排泄[8-10]。两种药物联
合，结果显示，观察组 TC、HDL-C、LDL-C、TG 与治疗前比
较有明显差异，对照组上述指标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
治疗后 24h UTP、ALB、尿 α1-MG 及尿 β2-MG 均明显改善，
但观察组改善幅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治疗后 Scr 明显下降（P<0.05）
，对照组
无明显差异（P<0.05）
。
综上，糖尿病肾病采用渴络欣治疗，可缓解临床症状，具
有较高安全性和有效性，值得在临床广泛开展应用。

杂志,2007,27(22):2254-2255

nephropathy.Diabet Med,2006,23:715-719
[3]王健萍.126 例糖尿病肾病中医辩证分析[J].光明中医,2010,25:252-253
[4]Choe HM, Townsend KA, Blount G, et al. Treatment and control of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J].Am J Health Syst Pharm,2007,
64(1):97-103
[5]李东辉,范丽波.大黄及其提取物治疗糖尿病肾病的实验研究进展[J].中国
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06,16(7):741-742
[6]刘雷,李良志,何志红,等.渴络欣联合依那普利对糖尿病大鼠肾脏保护机制
的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1,12(2):254-256
[7]中华中医学会肾病分会.糖尿病肾病诊断、辨证分型及疗效评定标准[J].
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1(7):7
[8]周强,仝小林,刘桂芳,等.糖尿病肾病的中医临床治疗概况[J].中医药信息,
2011,28(01):95-97
[9]廖晓琴,刘云.依那普利对糖尿病早期肾病的防治效果分析[J].高校保健医
学研究与实践,2007,4(1):39-46
[10]杜亚花,张会芳.依那普利治疗糖尿病早期肾病的疗效观察[J].临床医药
实践,2010,19:908-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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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联合疗法与西医单纯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
相关性胃炎的疗效比较分析
Efficacy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simple modern
medicine therapy on treating gastritis caus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杨 莉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医院，河南 漯河，462300）
中图分类号：R5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13-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比较中西医联合疗法与西医单纯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疗效。方法 将 80 例幽门螺杆菌相关
性胃炎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40 例。西医组用常规的西药疗法治疗胃炎，中西医结合组在常规疗法的基础上，加用重要治疗，比较
两组的疗效。结果：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有效率高于西医治疗组，x2＝4.58，P<0.05；幽门螺杆菌清除率也高于西医治疗组，x2＝4.53，
P<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较单纯西医治疗疗效较好，且在治疗过程中，并未出
现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幽门螺杆菌；胃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ie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simpl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on gastritis
caus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Methods: 80 cases of gastritis caus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herapy, while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important treatments more.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was
efficient than th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chi-square＝4.58, P<0.05; The helicobacter pylori clearance rat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was higher, chi-square＝4.53, P<0.05,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had
better effect than simpl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on gastritis caus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with no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elicobacter pylori; Gast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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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HP）感染是慢性胃炎发生与反复发作的重要
原因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清除对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治疗
十分重要[1]。本研究在传统西药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
基础上，加用有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作用的中药治疗，比较中
西医联合疗法与西医单纯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
疗效，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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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8 年 6 月～2011 年 8 月至我院就诊的幽门螺杆菌
相关性胃炎患者 80 例。所有患者均为临床表现符合胃炎的症
状，经过胃镜确诊并组织活检，幽门螺杆菌检测为阳性的患
者。其中男性 48 例，女性 32 例，年龄在 21～57 岁，平均（36.5
±12.5）岁。将 80 例患者按随机对照方法平均分为两组，西
药治疗组和中西药结合治疗组，每组患者 40 例。注意在治疗
的过程中采用盲法以减少混杂因素的影响。两组患者的年龄、
性别、病程、病情的严重程度等一般状况差异不显著，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的基础治疗均为常规的西医治疗。即在治疗的前
一周，每天采用克拉霉素 1000mg、阿莫西林 2000mg 以及奥美
拉唑肠溶片 40mg 三种药物联用，分两次口服。后使用奥美拉
唑肠溶片继续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常规的西医治疗基础
上，根据患者分型不同口服中药治疗。如肝胃不和者可方用柴
胡疏肝散加减，脾胃湿热则可方用蒿芩清胆汤加减，气滞血瘀

者用丹参饮合桃红四物汤加减等。两组的疗程均未 4 周，治疗
结束后，通过临床症状、胃镜以及幽门螺杆菌检测等结果判断
疗效。在治疗过程中注意观察患者的不良反应。
1.3 疗效判定
幽门螺杆菌相关胃炎疗效的判断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
标准》进行评定[2]。胃炎的临床症状如反酸、呃逆等消失，胃
粘膜恢复正常，HP 检测为阴性，则为患者治愈；胃炎的症状
明显减轻，胃粘膜病变基本恢复，HP 检测阴性，则为显效；
胃炎症状有所好转，胃粘膜病变范围缩小 2/3，HP 检测阴性或
弱阳性，则为有效；临床症状、胃粘膜病变以及 HP 检测都无
改变甚至加重，则为治疗无效。
1.4 统计分析
Excel 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分析。两组
患者有效率及幽门螺杆菌清除率的比较为计数资料之间的比
较，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疗程结束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中西医结合组总有效
率为 87.5%，西医治疗组有效率为 67.5%，x2=4.59，P<0.05，
中西医结合组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有效率明显高于单
纯西医治疗组。治疗结束后，检测两组患者幽门螺杆菌（HP）
的清除率，可得中西医结合组 HP 清除率为 77.5%，明显高于
西医治疗组 HP 清除率 55.0%，x2=4.53，P<0.05。两组患者在
治疗的过程中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结果见表 1、表 2。

表 1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与西医治疗组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中西医结合组

40

9（22.5）

12（30.0）

西医组

40

5（12.5）

10（25.0）

14（35.0）

5（12.5）

87.5

12（30.0）

13（32.5）

67.5

2

注：比较两组总有效率，x =4.59，P<0.05。
表 2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与西医治疗组幽门螺杆菌清除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HP 转阴例数

清除率（%）

西医组

40

22

55.0

中西医结合组

40

31

77.5

注：比较两组的 HP 清除率，x2=4.53，P<0.05。

3

讨

论

自幽门螺杆菌发现以来，临床上对幽门螺杆菌和慢性胃炎
的关系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西医学上认为慢性胃炎主要和
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在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治疗中，
HP 抑制药物成为治疗胃炎的普遍用药。但常规的西医治疗中，

选择具有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作用的药物如柴胡、丹参、甘草、
黄连、大黄等，使其产生协同作用，根据患者不同的分型，扶
正祛邪。但单独使用中药杀灭幽门螺杆菌的作用较弱，本研究
在传统西药治疗的基础上，根据中医上患者的分型，加用中药
进行治疗，既提高了幽门螺杆菌根除率，又能够明显改善临床
症状，促进溃疡愈合、胃炎炎症及病理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大大提高了疗效，同时也减少了多种抗生素联用带来的副作
用，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为中西医联合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
性胃病提供了良好的试验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若干临床方面的共识意见[J].中华

采用多种抗生素联用治疗幽门螺杆菌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
其副作用较大，且幽门螺杆菌的清除率较低[3]。

内科杂志,2004,43(4):316-317

中医学上慢性胃炎属于胃脘痛，发病主要为外感寒邪、肝
气郁结、肝胃不和或是饮食生冷、辛辣过量，导致胃气郁滞失

杂志,2009,25(8):536-537

于和降，久之虚实错杂寒热并见所致。治疗以理气和胃为大法，
常常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情类型和阶段，采取相应治法。实症应

[4]杨俊.中医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研究近况[J].河南中医,2008,28(2):78-80

区别寒凝、气滞、食积、热郁、血瘀分别给予散寒止痛、疏肝
解郁、消食导滞、清泄肝胃、通络化瘀治法，虚证当辨虚寒与
阴虚、分别给与温胃健中或滋阴养胃。
本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在中药选用的过程中，尽量

[2]吕桂凤.中西药结合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临床观察[J].实用中医药
[3]胡品津.规范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J].中华内科杂志,2004,43(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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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对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的疗效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non-invasive fungal nasal sinus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李智平
（湖南省澧县中医院，湖南 澧县，415000）
中图分类号：R13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15-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鼻内镜手术联合中药方剂治疗非侵袭性鼻-鼻窦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将 64 例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的患者随机分为中西医结合组和鼻内镜手术组，两组患者均给予鼻内镜手术治疗，手术完成后中西医结合组的患者给予本
院自拟鼻窦炎汤。治疗完成后比较两组患者治愈率及复发情况。结果：中西医结合组治愈率、复发率分别为 96.9%、3.1%，鼻内
镜手术组治愈率、复发率分别为 87.5%、12.5%，中西医结合组治愈率显著高于鼻内镜手术组（P<0.05）
，而其复发率显著低于鼻
内镜手术组（P<0.05）。结论：鼻内镜手术联合本院自拟鼻窦炎汤的中西医结合疗法能够提高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的临床疗
效，并能够降低其复发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鼻内镜手术；中西医结合；非侵袭型；鼻窦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nas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combined with Chinese proprietary
treatment for non-invasive fungal nasal sinusitis. Methods: 64 cases of non-invasive fungal nasal sinus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IM group) and the endoscopic surgery group (ES group), and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nas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while IM group was given self-made sinusitis soup. Cure rate and relapse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cure rate and recurrence rate of IM group were 96.9%, 3.1%, with 87.5%, 12.5% of ES group. The cure rate of I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ES group (P<0.05), and the relaps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ES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tegrative therapy of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combined with self-made sinusitis soup can improve th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non-invasive fungal nosal sinusitis, and can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Endoscopic surgery; Integrative medicine; Non-invasive; Sinus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08
随着临床广谱抗生素、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等药物的

中西医结合组及鼻内镜手术组患者均行鼻内镜手术：采用

广泛应用，真菌引起鼻窦二重感染的几率增加，同时诊断技术

全身麻醉及 Messerklinger 术式，根据患者病变范围选取合适角

不断提高也导致了真菌性鼻-鼻窦炎的发病率逐年上升。鼻内镜

度进行鼻窦开放，为解除窦口鼻道复合体（OMC）阻塞，应将

手术是目前治疗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的主要治疗手段，文

肥大或泡状中甲修整、鼻中隔偏曲等异常解剖变异恢复正常的

[1]

献报道，其复发率可达 5%～10% 。本研究观察了鼻内镜手术

解剖结构。经原或扩大的窦口分别采取汲引冲洗钳取等方法彻

联合中药方剂治疗非侵袭性鼻-鼻窦炎的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底清除窦内病变组织，操作过程中应尽量保存正常的鼻窦粘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膜。术后 3d 常规给予抗生素，术后 7d 使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
并采用激素喷鼻[2]。
中西医结合组患者同时给予自拟鼻窦炎汤剂先熏后服连

本院 2005 年 4 月～2011 年 4 月共收治 64 例非侵袭型真菌

续使用 7～10d：选白芷 15g，辛夷花、苍耳子、川芎各 12g，

性鼻-鼻窦炎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鼻内镜或 CT 的表现，并经

桔梗 10g，木通 10g，甘草 6g。并根据患者的辨证类型进行加

组织病理确诊。将 64 例患者随机分为中西医结合组和鼻内镜

减：脾胃湿热证，加炒黄芩 12g，薏苡仁 30g；肺脾气虚证，

手术组，中西医结合组患者 32 例，男 17 例，女 15 例，年龄

加黄芪 20g，党参 20g；肺经风热证，加蒲公英 15g，野菊花

26～58 岁，平均年龄（47.6±14.2）岁；鼻内镜手术组患者 32

10g；胆经郁热证，加柴胡 12g，龙胆草 15g。用法：将上述药

例，男 15 例，女 17 例，年龄 24～62 岁，平均年龄（48.3±16.1）

物用自来水 500ml 浸泡 30min 后煮沸 8～10min，后取汁 300ml

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首发症状、病程等方面无显著差

熏术鼻腔，10min/次，熏鼻后将药液服用，3 次/d。

异，具有可比性（P>0.05）
。

1.3 评价指标

1.2 治疗方法

采用 1997 年海口标准判断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3]：①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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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术后 1～3 月术腔内上皮化窦口无粘粘；②延期治愈，

1.5 统计学方法

术后 4～6 月术腔内上皮化；③迁延炎症，术后鼻窦腔内仍然

采用 SPSS14.0 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治愈率、治疗的有效

存在炎症及感染，持续时间超过 6 个月；④无效，后鼻窦腔内

率、复发率率等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设定为 a＝

仍然存在炎症及真菌球等，持续时间超过 12 个月，或患者再

0.05，P<0.05 时具有统计学差异。

次手术。治疗的治愈率为一期治愈及二期治愈的患者例数占所
有例数的百分比。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1.4 随访

中西医结合组与鼻内镜手术组有效率无显著差异（P>0.05）
，

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观察，随访时间约 2 年，本组 32 例
患者均获得良好随访，本次研究的随访方式主要为门诊定期复

中西医结合组痊愈率显著高于鼻内镜手术组（P<0.05）。具体

查鼻内镜检查及电话追询等。判断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并记

见表 1。

录复发情况，计算复发率。
表 1 中西医结合组和鼻内镜手术组患者临床疗效的对比
临床疗效
组别

n

中西医结合组

32

鼻内镜手术组

32

治愈率（%）

有效率（%）

0

96.9

100

1

87.5

96.9

一期治愈

延期治愈

迁延炎症

无效

22

9

1

18

10

3

*

注：与鼻内镜手术组相比，中西医结合组 P<0.05。

2.2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的比较。

在祖国医学中属于“鼻渊”范畴，为机体羸弱，外邪从口鼻侵

中西医结合组复发率显著低于鼻内镜手术组复发率
（P<0.05）
。具体见表 2。

损膜，鼻窍不利，鼻窍受阻，浊涕长流所致。治疗应以宣肺通
窍为原则，本方中辛夷花、苍耳子两味药材为君药，以芳香通

表 2 中西医结合组和鼻内镜手术组患者复发情况的对比

3

袭，阻遏肺经，肺失清肃，邪毒结滞于鼻窍，气血不畅，伤肌

窍、祛风止痛、除湿止涕；白芷、川芎、桔梗为臣药，以宣肺

组别

n

复发例数

复发率（%）

中西医结合组

32

1

3.1

为使药，以清热解毒，调和药性。而现代的药理学研究表明，

鼻内镜手术组

32

4

12.5

本方所含辛夷花、苍耳子均有抗菌消炎消肿之作用，白芷，桔

讨

论

祛风、排脓止痛；木通为佐药，以清热利水，引邪下行；甘草

梗具有促进分泌物排出之作用[6]。本研究采用该中药方法，提
高了鼻内镜手术的治愈率，并缩短治疗恢复的时间，效果肯定

真菌在自然界及人体粘膜表面广泛存在，但真菌在人体正
常的免疫机制作用下并不会形成感染，真菌性鼻窦炎在临床上
并不常见。真菌性鼻-鼻窦炎的发病需要以下几个条件：①患者
伴有恶性肿瘤、呼吸道等慢性消耗性疾病，引起机体抵抗力下

且显著。
综上所述，鼻内镜手术联合本院自拟鼻窦炎汤内服外用的
中西医结合疗法能够提高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的临床疗
效，并能够降低其复发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降；②患者伴有糖尿病、慢性肾功能衰竭、肝脏疾病、血液肿
瘤及艾滋病等疾病，引起机体免疫力下降，从而导致真菌感染；

参考文献：

③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抗肿瘤药物、免疫抑制药物等药

[1]付志强.鼻内镜下手术治疗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的疗效观察[J].微创

物，导致真菌感染；④患者鼻窦存在异常解剖结构，如中鼻道

医学,2010,5(3):254-255

狭窄、黏膜肿胀、慢性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中鼻甲

[2]洪丽,鲁田夫,吴立连.中西医结合治疗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 1 例[J].

及钩突肥大、鼻窦内镜术后窦口再狭窄等，导致鼻窦缺氧、潮

咸宁学院学报:医学版,2009,23(4):279-280

湿、温暖。分泌物蓄积，为真菌感染提供良好的滋生环境[4]。

[3]邵长宝,罗安平,王立娟,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鼻－鼻窦炎疗效观察[J].

目前临床上治疗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的主要手段是

人民军医,2012,55(8):736-737

在 CT 等影像确诊后采取鼻内镜手术，通过将鼻腔、鼻窦内真

[4]张云燕.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鼻窦炎的疗效观察[J].临床医学,2011,31(5):

菌团块、脓性分泌物、病变组织彻底清除，重建鼻腔通气结构，

122-123

保持鼻腔持久、充分的引流，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尽管如此，

[5]吕化,王宗保.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以鼻内镜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J].

由于鼻窦解剖结构较为复杂，且手术视野受限，有时不能够达

安徽医学,2009,30(10):1233-1234

到彻底清理的目的，而抗真菌药物全身应用副作用大，局部疗

[6]夏萍,唐辉.鼻内镜手术治疗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 47 例临床观察[J].

效又不确切。另外，患者本身的免疫机制异常，也会导致病情

黑龙江医学,2012,36(3):218-219

迁延及复发。吕化[5] 采用鼻内镜手术治疗非侵袭型真菌性鼻鼻窦炎，治愈率达到 83.3%，与本组对照组结果一致。鼻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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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丸防治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thrombocytopenia from chemotherapy with
Liuwei Dihuang pill
张继峰 周学鲁 胡 灏
中图分类号：R558+.2

文献标识码：A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东莞市中医院，广州 东莞，5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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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六味地黄丸防治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30 例结直肠癌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15
例及对照组 15 例，两组均应用艾恒＋希罗达化疗方案，治疗组化疗的同时服用六味地黄丸至化疗结束，对照组单纯使用化疗。化
疗后比较两组患者血小板的变化情况。结果：治疗组血小板数量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六味地黄丸能减轻
化疗所致的血小板减少。
【关键词】 化疗；血小板减少；六味地黄丸；结直肠癌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iuwei Dihuang pill on thrombocytopenia caused by chemotherapy.
Methods: 30 patients of colon cancer after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5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received chemotherapy regimen of XELOX and Liuwei Dihuang pill,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received XELOX.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Liuwei Dihuang pill can improve thrombocytopenia caused by
chemotherapy regimen of XELOX.
【Keywords】 Chemotherapy; Thrombocytopenia; Liuwei Dihuang pill; Colon canc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09
结直肠癌手术后化疗最常见的化疗副作用是骨髓抑制，而
其中血小板减少在临床上比较难处理的，西药治疗效果不理想
而且昂贵。作者于 2007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采用六味地黄丸
防治结直肠癌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住院结直肠癌患者 30 例，均经手术切除后病理
明确诊断，且血小板计数>100×109/L，无严重心、肺、肝、肾

利用 SPSS12.0 统计软件，采用单向有序等级资料秩和检
验及 t 检验方法。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化疗后
14d 骨髓抑制情况的比较按血小板各项指标所出现的最严
重的程度来判断患者血小板减少情况。将治疗前后所发生血小
板减少的例数及发生率进行统计，治疗组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小
于对照组，经比较两者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化疗后 14d 骨髓抑制情况的比较 [n（%）]

功能损害。30 例患者中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15 例，男 10

组别

n

例，女 5 例；年龄 37～74 岁，平均 56 岁。对照组 15 例，男 8

对照组

15

例，女 7 例；年龄 42～78 岁，平均 60 岁。两组患者性别、年

治疗组

15

龄、等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

I度

II 度

III 度

4（27）

5（33）

3（20）

1（7）

87

6（40）*

3（20）

1（7）

0

67*

Ⅳ度 发生率（%）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有可比性。化疗方案为艾恒（奥沙利铂）＋希罗达（艾恒
130mg/m2，静脉输注 2h，第 1d；希罗达 1000mg/m2，2 次/d，
第 1～14d，每 3 周重复，共 6 个疗程）
。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化疗同时给予六味地黄丸口服，其制剂为北京同
仁堂提供的水蜜丸，其药物组成为熟地、山萸肉、茯苓、泽泻、
牡丹皮、山药。3 次/d，6g/次。对照组仅予单纯化疗。
1.3 疗效评价方法
观察化疗前后血小板的数量变化，评价骨髓抑制程度，标
准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抗肿瘤药物毒副反应的分级标
准进行分类，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化疗前后血小板指标比较
治疗组血小板的降低程度小于对照组，经比较两组具有显
著性差异（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化疗前后血小板比较 [血小板（×109/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189.3±30.71

10.6±20.3

治疗组

185.6±29.51

19.8±32.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在结直肠癌手术后化疗的各种副作用中，骨髓抑制是最常

表 1 抗肿瘤药物毒副反应分级标准
指标

0度

I度

II 度

III 度

IV 度

见的，90%的化疗药可造成骨髓抑制。其中粒细胞减少最常见，

血小板（×109/L）

≥100

75～99

50～74

25～49

<25

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次之。这主要是因为化疗药物在抑制或杀

1.4 统计学处理

灭肿瘤细胞的同时，对人体增殖活跃的造血细胞也产生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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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性。从现代医学来看，血小板减少有两个方面最常见的原

的同时，戕伤肾气，耗损气血，血液生化乏源所致。而肾为先

因，骨髓抑制和免疫失调。治疗原则也有很大差异，化疗药物

天之本，血依赖肾精的化生，欲补益气血，首当补益肾气。本

引起血小板减少的机制一般多为骨髓抑制。从治疗方面来看，

方以六味地黄丸为主方，熟地补肾滋阴，山药补脾益阴，二者

血小板减少症是化疗的各种并发症中较难处理的，以往的处理

共同滋养脾肾之阴为君，山萸肉补益肝肾和血，茯苓健脾益气，

只有等待和输血小板悬液。以后出现了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

药理实验中还有升血小板的作用[3]。全方有健脾助运，温肾滋

子（GM-CSF）
，白细胞介素 11（IL-11）
，但疗效并不满意。近

阴，活血养血补精益髓的的功效[4]。经临床使用验证，疗效满

年来出现了新药促血小板生成素（TPO），价格很高，即使是

意，能有效地提升血小板水平，从而减少化疗中输注血小板的

这样昂贵的治疗药物，疗效也不理想，性价比很低。从中医理

需要，降低化疗后引起出血的风险，使患者能耐受更大剂量的

[1]

论上看，由于化疗引起的血小板减少以骨髓抑制为主要机理 ，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骨髓坚固，气血皆从。”《素问•五
运行大论》云：
“肾主骨髓。”
《诸病源候论》曰：
“肾藏精，精

化疗，改善肿瘤患者预后。
参考文献：

者，血之所成也。”可以看出，肾脏、骨髓、气血阴阳之间存

[1]王迎红,王怀璋,余永虎.中药对癌证化疗后骨髓保护作用的临床研究[J].

在着极为明显的关联性。抓住肾脏这一中心环节，确立补肾为

河南中医药学刊,2000,15(6):64-65

[2]

化疗后骨髓抑制预防和治疗对策 。补肾可以调和阴阳，益精

[2]储真真,陈信义,李忠,等.化疗后骨髓抑制中医综合防治方案临床研究[J].

髓，生血液，化气机；为便于推广应用，制定了六味地黄丸防

中华中西医临床杂志,2002,2(4)

治化疗后骨髓抑制方案。六味地黄丸为补肾填精之经典方，从

[3]胡芬,向继州.中药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瘢的药理作用[J].医药导报,2005,

中医学病因病机来看，化疗后的血小板减少，其发病机制为药

24(6):480-483

毒所伤，精髓受损，肾气亏虚，气血失调，化疗后患者骨髓抑

[4]《中华本草》编委会.中华本草[S].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制出现血小板下降等现象时，往往伴有神疲乏力、头晕、四肢
酸软、纳呆等气血两虚的症状，这是由于化疗药毒在祛邪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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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法综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COS with the trigeminy integrative therapy
刘新军 王 皓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南 平顶山，4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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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观察中西医综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胰岛素抵抗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中西医综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

症胰岛素抵抗患者 35 例 3～6 个月，观察月经、体重、空腹胰岛素（ISN）
、促卵泡激素生成素（FSH）
、促黄体生成素（LH）
、睾酮
（T）治疗前后的变化。结果：35 例患者中 30 例恢复月经周期，占 85.7%，其中妊娠 5 例。LH、FSH、LH/ FSH、T、ISN 水平下降，
体重减轻。结论：应用中西医综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胰岛素抵抗患者疗效显著、安全，无明显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症；中医药治疗；胰岛素抵抗；达英-35；二甲双胍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polycystic ovary symptoms (PCOS) patients of insulin
resistance with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35 patients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from PCOS were treated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menstruation, body weight, contents of ISN, FSH, LH and 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Of all the 35 patients,
the menstrual cycle of 30 cases were recovered, occupying 85.7%, 5 cases were impregnate. The contents of LH, FSH, LH/FSH, T and ISN
decreased, and the body weight reduced.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effective and safe on treating insulin resistance from
PCO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PCOS; TCM therapy; Insulin resistance; Daying-35; Metformi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0
多囊卵巢综合症（PCOS）是育龄妇女常见的内分泌疾病，
患病率为 5%～10%，而胰岛素抵抗患者的发生率为 50%～

者均为高胰岛素血症。年龄 18～38 岁，平均 28 岁，未婚 11
例，已婚 24 例；主要以继发性闭经、月经量少、月经不规律、

70%[1]。笔者应用中西医综合治疗此证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现
报告如下。

不孕、肥胖就诊，其中月经紊乱 26 例，继发性闭经 9 例，肥
胖者占 42.9%。所有患者于治疗前 3 个月均未使用过激素类药

1

临床资料
2008 年 5 月～2012 年 7 月收治的 35 例多囊卵巢综合症患

物，均符合 1994 年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
标准》中多囊卵巢综合症的诊断标准且排除肾上腺、甲状腺等
其它内分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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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3

疗效标准

所有患者均从月经或撤药性阴道出血的第 5d 起开始服用

依据《中华妇产科学》疗效标准判定：①痊愈：治疗后临

达英-35，1 片/d，连服 21d，月经第 5d 重复使用，连用 3～6
个疗程。同时服用二甲双胍片 250～500mg，3 次/d，连用 3 个

床症状明显改善，出现排卵，月经周期恢复正常连续 3 月以上
或受孕，LH/FSH、T 值恢复正常；②有效：临床症状改善，月

月。月经来潮前 10d 开始服用自拟的调经汤补肾利湿，活血通
经。处方：黄芪 15g，菟丝子 10g，茯苓 9g，当归 10g，川穹

经规律不到 2 个周期后又复发，LH/FSH、T 值下降，但未恢复
至正常水平；③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月经周期仍不规

10g，熟地 10g，白芍 10g，香附 6g，陈皮 10g，半夏 9g，甘草
6g。阴虚火盛者去菟丝子加麦冬、知母、地骨皮，肝经郁热者

律，LH/FSH、T 值下降不明显。

加丹皮、柴胡、栀子。1 剂/d，经期停服，连服 3～6 个月。用
药期间一旦怀孕立即停药。

4

结

果

治疗前后血内分泌激素、空腹胰岛素及的变化，见表 1。

表 1 治疗前后血内分泌激素、空腹胰岛素及的变化（ x ± s ）

5

讨

LH（mIU/ml）

FSH（mIU/ml）

T（ng/ml）

LH/FSH

ISN（μU/ml）

治疗前

15.31±4.57

6.57±1.934

89.7±44.1

3.23±1.91

28.86±3.18

治疗后

7.51±2.13

6.02±1.45

68.1±23.8

1.12±0.57

23.12±1.89

论

中医学将“多囊卵巢综合症”归属“不孕”
、
“闭经”、
“症

较强的抗雄激素及孕激素活性，使 LH 分泌减少，预防并对抗

瘕”
、
“肥胖”等范畴，认为本病的发病机理为脾肾阳虚、肝气
郁结、痰湿阻滞胞宫所致，主要涉及肝肾脾三脏。肾为先天之

子宫内膜增生，有效缓解高雄激素引起的闭经、月经紊乱、无
排卵、多毛、肥胖、高胰岛素血症等症状。二甲双胍是治疗 2

本，主藏精。
《内径》云：
“肾者，主水，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
肾藏精，精生血，血化精，精血同源而互生，共为月经的物质

型糖尿病的一线药物，但近年来其在 PCOS 患者中良好的治疗
作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二甲双胍可以改善 PCOS 患者内

基础。血液运行依赖肾精元气的蒸腾气化推动，肾精不足则气
化无力，气机升降出入失常，血失流畅，脉道涩滞而为瘀。脾

分泌及代谢紊乱，抑制葡萄糖吸收，降低肝糖原合成，增加外
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血胰岛素水平，改善胰岛素抵

为后天之本，脾气旺则气血生化有源，统摄有度，月经正常，
反之脾气虚弱则气血生化乏源，血海空虚，无血可下，月经停

抗，降低游离睾酮、黄体生成素及促性腺激素的释放，从而调
节 PCOS 患者高雄激素血症、无排卵等功能，改善月经，恢复

闭。气为血之帅，痰湿内蕴，可导致血行不畅而为血瘀。肝藏
血，主疏泄，司血海。肝气郁结，血行不畅而为瘀。自拟方中

排卵。资料显示，二甲双胍不仅使胰岛素水平下降，高雄激素
血症得到改善，也改善了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

黄芪、菟丝子补肾益气，茯苓、陈皮、半夏、甘草健脾利湿化
痰，熟地、当归、川穹、香附养血行气活血，全放共奏补血行

本文采取中西医综合治疗 PCOS 能有效地使药物优势互
补，取长补短，明显优于单纯应用一种药物，不良反应少，极

气养血，健脾利湿，活血调经之功。
西医认为 PCOS 发生与下丘脑-垂体-卵巢功能失调等因素

少复发，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有关。PCOS 患者下丘脑对垂体分泌的性腺激素的反馈作用使
促卵泡素降至正常范围低值，黄体生成素持续分泌高水平，不

参考文献：
[1]刘慧娜,顾杏丽.二甲双胍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胰岛素抵抗的疗效观察[J].

形成卵泡黄体生成素峰，从而影响卵泡发育、成熟及排出，进
一步导致雄激素过多，持续无排卵的恶性循环。临床表现为月

中国社区医师,2009,11(4):37

经稀发或继发闭经、多毛、痤疮、肥胖等。高胰岛素血症、高
雄激素血症及高黄体生成素，长期持续无排卵增加子宫内膜癌

7(15):3459-3462

[2]

[3]

[2]陈小玲,黄水莲.多囊卵巢综合症的研究进展[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7,
[3]李增一,李玉秀.二甲双胍在多囊卵巢综合症治疗中的作用[J].药品评价,

临床上 80%～85%的 PCOS 患者有雄激素过多 。
的发生几率 。
高雄激素血症加速卵泡闭锁，直接或间接的引起葡萄糖代谢异

2012,9(25):15

常导致胰岛素抵抗，睾酮的异常增高可减少葡萄糖载体蛋白的
数量和效能，直接诱发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抑制肝脏性

2002,13(40):145-147

激素与球蛋白合成，增加游离睾酮水平；通过胰岛素受体直接
作用于卵巢的卵泡膜细胞，引起功能性雄激素过多；还可使垂

综合症的临床研究[J].医学研究生学报,2006,19(6):530-533

体促性腺激素分泌不协调，间接参与卵巢雄激素过多的分泌[4]。
因此降低雄激素及高胰岛素血症已经成为治疗 PCOS 的关键[5]。

[4]初永丽,孙永玉.PCOS 与胰岛素抵抗研究进展[J].国外医学:妇幼分册,
[5]刘锦霞,党洁明,吴元赭,等.二甲双胍联合环丙孕酮/炔雌醇治疗多囊卵巢

作者简介：
刘新军（1966-）
，女，汉族，河南人，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大学本科，

PCOS 患者长期闭经、月经不调、无排卵、睾酮及 LH/FSH
比值升高，无孕激素对抗，致子宫内膜增生，子宫内膜癌的危

擅长女性不孕不育、围绝经期综症的预防与治疗。

险性增加，同时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发生率也大大增加。达
英 35 是第三代口服避孕药，每片含醋酸环丙孕酮 2mg 和炔雌

长女性不孕不育的诊断及治疗。

醇 35ug，近年来用于 PCOS 的治疗效果显著。醋酸环丙孕酮有

王皓（1966-），女，汉族，河南人，妇产科主治医师，本科学历，擅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2112035（修回：2013-02-22）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20-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4

前列通瘀片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60 例
临床观察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60 cases of CNP with
Qianlie Tongyu tablets
赵旭涛
（济南市中医医院，山东 济南，250012）
中图分类号：R6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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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20-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前列通瘀片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自 2008 年 6 月～2010 年 6 月采
用随机、平行、阳性对照的方法，选择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 90 例，其中治疗组 60 例（前列通瘀片组）
；对照组 30 例（前
列康组）
。每个疗程 4 周，共观察 2 个疗程。观察临床症状、疗效指标，并对部分患者进行 TNF-α 测定。结论：两组总有效率分
别是 91.67%，8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 前列通瘀片；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Qianlie Tongyu tablets in treating chronic nonbacteral
prostatitis (CNP). Methods: 90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June 2008 to June 2010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Qianlie Tongyu tablet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Qianliekang.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efficacy index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TNF-α of several patients were detected.
Conclusio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91.67% and 83.33%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P<0.05). The
treated group had better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Keywords】 Qianlie Tongyu tablets; CNP;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1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CNP）是男性生殖系统常见病、

（EPS）检查、超声波检查、EPS 中 TNF-α 含量、尿流率改变

多发病，我们 2008 年 6 月～2010 年 6 月，应用前列通瘀片观

（有条件者选做）
。

察 CNP 患者 60 例，并与前列康组进行对照，现报告如下。

1.5 疗效评价标准[1]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临床控制：临床症状积分减少≥95%，前列腺压痛消失，
质地正常或接近正常，EPS 检查连续 2 次以上正常。显效：临
床症状积分减少≥60%，前列腺压痛及质地均有明显改善，EPS

选择 2008 年 6 月～2010 年 6 月济南市中医医院门诊慢性

检查连续 2 次以上 WBC 计算较治疗前减少≥60%。有效：临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男性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0

床症状积分减少≥30%，前列腺压痛及质地均有改善，EPS 检

例，年龄 18～55 岁，平均 38.20 岁；对照组 30 例年龄 18～55

查连续 2 次以上 WBC 计算较治疗前减少≥30%。无效：临床

岁，平均 38.34 岁。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病史相当，具有可

症状积分减少<30%或无变化，前列腺压痛及质地均无改善，

比性。

EPS 检查连续 2 次以上 WBC 计算较治疗前减少<30%或无变

1.2 诊断标准

化。

参照《中药新药研究临床指导原则》[1]标准制定。

1.6 统计学方法

1.3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前列通瘀片（济南市中医医院制剂室提供），
主要成分为黄柏、车前子、王不留行、萆解、蒲公英等。4 片/

所有数据采用 SAS9.0 软件包统计，计量资料用 t 检验（数
值以 x ± s 表示）
，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
P<0.05 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次，3 次/d 口服；对照组给予前列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

结

果

限公司生产）
，4 片/次，3 次/d 口服。4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 2

2

个疗程，间隔 3～5d。

2.1 疗效分析

1.4 观测项目
症状积分（用 NIH-CPSI 评分），前列腺触诊、前列腺液

治疗组临床控制 14 例，显效 25 例，有效 16 例，无效 5
例，有效率 91.67%；对照组临床控制 4 例，显效 7 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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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例，无效 5 例，有效率 83.33%；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

从治疗组 60 例中随机选取 20 例患者进行 TNF-α 检查，并

2.2 治疗组 EPS 中 TNF-α 治疗前后比较

与抽取的健康人 10 例进行对照，见表 1。

表 1 治疗组 EPS 中 TNF-α 治疗前后比较（ x ± s ，ug/m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组

TNF-α

n

治疗后

20

P

19.9033

0.0000

**

16.6739

0.0000*

1.3196

0.1977

4.55±0.42

20

2.20±0.39

10

正常组

t
*

2.01±0.33
*

注：治疗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疗前治疗组与正常组比较，治疗组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治疗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2.3 治疗组治疗前后尿流率改变

见表 2。

表 2 治疗前后尿流率改变（ml/s）
治疗组

n

Qmax（最大）

Qave（平均）

t

P

治疗前

60

17.35±4.40

11.66±3.12

4.5589

0.0005

治疗后

60

21.63±5.79

13.54±4.06

3.3400

0.0011*

注：治疗组 Qmax（最大）和 Qave（平均）均为疗后优于疗前（P、P*<0.05）
。

3

讨

本研究证实：服用前列通瘀片 8 周，可明显改善症状积分，

论

CNP 临床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尿滴白，会阴、腰骶及
下腹疼痛等，属于中医学“精白浊、白淫、淋证”等范畴。中
医文献对其有许多论述，《素问•痿论篇》述：“思虑过度，所
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过，宗筋松弛，发为筋痿，即为白
淫。”《金匮要略》有：“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少腹弦急，
痛引脐中”的记载；《景岳全书•淋浊》亦云：“便浊证……初
则谓癃，久则为淋，宜以散血化气之剂”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
中医学该病论述较多，临床表现多变，病因多属湿热、肾虚或
瘀血，病机不外是感染邪毒或败精瘀浊阻滞精窍，酿生湿热；
或肾虚气化失司、气虚运化无力，或久病血瘀伤络等，多因房
事、饮食、过劳等诱发。陈志强[3]、牟重临[4]等提出本病病机
主要是湿热瘀阻。我们经过长期临床观察认为，CNP 的形成是
由于房事过度，情志郁闷，或感受寒湿之邪等因素，造成精道
气血运行不畅，气血瘀滞精室而成；“血瘀之处，必有伏阳”，
“血不利，则为水”
，血瘀之体，易感湿浊，瘀久必化生湿热，
进而形成瘀血与湿热并存，据此为依据拟定逐瘀通络，清热利
湿的前列通瘀片为治疗 CNP。
现代医学对 CNP 的发病机理仍不明确，Szoke 等[5]对 50
例 CNP 患者尿道分泌物和前列腺液培养，发现均对抗生素治
疗敏感。Dimitrakov[6]对 200 例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采
用为期 4 周的免疫抑制剂骁悉单剂治疗，结果治疗组 85%的患
[7]

者疼痛显著减轻，细胞因子 TNF-α 等也显著下降。Zermann 等

提高最大尿流率和平均尿流率，降低前列腺炎症指数（TNF-α）
，
提高卵磷脂小体数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中药药理学研究证实，前列通瘀片方中的黄柏、
车前子、王不留行、萆解、蒲公英的锌含量都相对较高，通过
增加前列腺上皮细胞对锌的摄取；进而使含锌酶合成增加，活
性提高，增强吞噬细胞活力，抗菌能力的增强更有助于炎症的
修复，充分体现了前列通瘀片能抗炎、调节免疫和改善排尿功
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药新药研究临床指导原则[M].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5
[2]李曰庆,贾玉森,李军.中医药治疗前列腺炎临床研究评述[J].北京中医药
大学学报,2000,20(21):2-5
[3]陈志强.慢性前列腺炎证治[J].中医药通报,2002,1(6):26-27
[4]牟重临.祛瘀利湿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6 例[J].浙江中医杂志,1996,31(6):24
[5]Szoke I, Torok L. The possible role of anaerobic bacteria in chronic
prostatitis. Int J Androl,1998,21(3):163-168
[6]Dimitrakov JD.J Urol 2002;167(supple):100
[7]Zermann DH, Ishigooka M, Doggweiler R, et a1. J Urol 1999;161(3):90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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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对 88%的前列腺炎患者进行尿流动力学检查，可发现大多数
患者最大尿流率降低、括约肌活动协同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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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芸众中药硏究院协定处方二在创伤外科
临床中的应用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ipher prescription two from Beij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王向阳 1 武丽荣 1 刘山清 1 柳艳霞 1 杨桂平 1 明德前 2 王广锋 2 刘钢岭 2 沙会然 2 张 黎 2
（1.北京芸众本草中医医院，北京，100000；2.北京芸众本草中药研究院，北京，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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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北京本草中药硏究院协定处方二，在创伤外科的临床应用疗效。手术及治疗方法 一例在无菌手术室
常规操作；一例在病人家庭常规手术操作；
（病人多脏器疾病，行动不便）
；结果：两组人员治疗在 72h 内创面痊愈。结论：经临
床实验硏究本草中药硏究院协定处方二，在创伤外科临床应用中获得良好效果。可能北京芸众本草中药研究院协定处方二，对身
体内的各种因子及多种细胞如血小板、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等；及创伤后组织修复过程都有快速调节及促进生长的作
用。
【关键词】 协定处方；创面修复；快速调节；促进生长；72h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cipher prescription two from Beij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on traumatic surgery. Methods: A case was given a routine operation in a sterile operation room, while the other was given in a patient’s
home. Results: Both groups were recovered within 72 hours. Conclusion: Cipher prescription two from Beij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had good effect on traumatic surgery. Maybe it had rapid regulation and promoted the growth of various factors and multiple cells
such as platelets, leukocytes, neutrophils and macrophagocytes.
【Keywords】 Cipher prescription; Raw surface restoration; Fast regulation; Growth promotion; 72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2
北京芸众本草中药硏究院协定处方二；在北京芸众本草中

深部到表面涂芸众中药方剂协定处方二；⑦局部创面覆盖凡士

医医院急诊创伤外科中应用数例，创伤创面愈合快，愈合时间

林纱布，无菌纱布；第二、三次局部创面暴露；⑧一般局部治

缩短一半以上，获得良好效果，现报到如下。

疗 3 次（72h）
，创面痊愈。

1

临床资料
本组共 2 例，男性 1 例，女性 1 例；年龄 32～72 岁。急

诊创伤外科原因如下所述。

3

结

果

患者甲：第一次手术及局部用芸众本草中药硏究院中药协
定处方二后，约 1min 后创面停止岀血及渗血，2min 后表面形

患者甲，男性，32 岁，病案号：20121125000××，因不

成薄膜；常规覆盖凡土林纱布，无菌纱布，行加压包扎；术后

慎碰击门窗玻璃致左面颧部损伤性组织缺如，面积约长 1.5cm

第一次（24h）换药时见创面表面色泽鲜红的肉芽组织，表面

×宽 1.5cm×深 0.4cm，局部形成凹形创面，真皮层以下，旁

有薄膜覆盖，原真皮层创面已与皮肤基本长平，面积约 1cm×

边有一纵形伤口，深达真皮层以下，约长 1.5cm×宽 0.2cm，

1cm，表面覆盖一层薄膜，真皮下凹陷处 0.5cm×0.5cm，仍低

创面有少许泥沙异物。

于皮肤，但已长岀新鲜肉芽组织，形成包围凹陷创面态势；术

患者乙，女性，72 岁，病案号：20121208000××，因行

后笫 2 次（第 2d，术后 48h）创面换药，见原有长 1.5cm×1.5cm

走时不慎跌倒，面部着地，致下唇粘膜组织裂伤 8h 余；创面

×深 0.4cm 创面，已全部与皮肤长平，鲜红肉芽组织上覆盖一

二个；一个位于右下口唇，1.2cm×0.5cm×深 0.2cm，不规则

层薄膜，创面按上述方法换药，局部创面涂药（协定处方二），

创面，有少许泥沙；笫二个创面左下口唇长 0.5cm×0.3cm×深

，创面痊愈；创面痊愈时间
创面暴露；术后笫 3d（术后 72h）

0.2cm 有少许泥沙异物。

为 72h 左右；
（详见创面照片图 1、图 2、图 3、图 4）
。

2

手术及创面用药治疗方法
本组一病例在无菌手术室完成（男性），一例在病人家里

有菌室完成（女）
；手术及创面用药治疗方法如下。
①常规碘伏消毒；3%过氧化氢；0.9%生理盐水先后清洗
伤口；②常规铺无菌巾；③清除少许泥沙及异物；④清除坏死
组织；⑤局部用无菌纱布轻压创面止血约 5min；⑥局部创面从

患者乙：
下口唇右侧长 1.2cm×0.5cm×深 0.2cm 一有创面；
左下口唇长 0.5cm×0.3cm×深 0.2cm；第一次手术及局部用芸
众本草中药硏究院中药方剂协定处方二后，约 1min 后创面停
止岀血及渗血，2min 后表面形成薄膜；常规覆盖凡土林纱布；
创面 24h（术后第 1d）
，创面薄膜覆盖；48h（术后第 2d）
，创
面结痂，基本愈合；72h 痊愈。
（下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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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阴洁制备工艺的改进对其外观性状的影响
The effect of preparation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on the appearance and
characters of Kangyinjie washings
资晓红
（湖南省耒阳市中医院，湖南
中图分类号：R9

文献标识码：A

耒阳，4218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23-02

【摘 要】 目的：对康阴洁洗液制备工艺进行改进以改善药液性状、外观。方法：用水提醇沉法制备康阴洁洗液，并将处方
中易析出成分冰片用乙醇溶解后作油相，缓慢加入到水相中制备成水包油型乳剂，并观察、比对、测试两种工艺制备的药液性状、
外观。结果：传统制备工艺样品留样观察 30 瓶中有 23 瓶出现冰片析出现象、药液混浊，7 瓶无冰片析出现象（有效率为 23.3%）；
新制备工艺样品留样观察 30 瓶中只有 1 瓶出现冰片析出现象，且是在 1 年后才出现此现象, 29 瓶无冰片析出现象（有效率为
96.7%）
。结论：改进后的的制备工艺提高了冰片的溶解度，使药液外观由混浊变澄清，气味更芳香。
【关键词】 制备工艺改进；冰片析出；外观性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preparation technology of Kangyinjie washings so as to improve its characters and external
appearance. Methods: Water extraction and alcohol precipit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prepare Kangyinjie washings. The borneol separated
from it was dissolved by alcohol as the oil phase, which was added to the water phase to prepare oil-in-water emulsion. The washings made
by two different technologies were compared and tested about their characters and external appearances. Results: 23 bottles of the 30
bottles made by routine technology were detected and found borneol separation and turbidness, while no borneol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 7
bottles, with the effective rate 23.3%. And there was only 1 bottle which was found to have borneol separation after one year, with the
effective rate 96.7%. Conclusion: The improved technology increased the solubility of borneol and made the washings clearer and more
fragrant.
【Keywords】 Preparation technology improvement; Borneol separation; Appearance character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3
康阴洁洗液为我院研制生产的用于治疗滴虫、霉菌、细菌

将蛇床子、荆芥、苍术、银花、白鲜皮五味药加水适量加

性阴道炎及湿疹、体股癣等妇科和各种皮肤炎症的外用洗液。

热提取挥发油另贮，药渣和其余中药加热煎煮 2 次，1h/次，滤

经临床使用，疗效确切。笔者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操作和不断摸

出药液，浓缩至适量，加入乙醇适量静置沉淀 48h，回收乙醇。

索将其制备工艺加以改进，与传统工艺比较，发现该药液的外

将冰片 1kg 用 3000ml 95%乙醇加热溶解，待冰片完全溶解后

观性状大为改善，不再发生冰片析出现象。

加入吐温－80，1500ml 搅拌均匀。量取挥发油 3000ml，少量、

1

处方与仪器

1.1 处方
银花、蛇床子、苍术、白鲜皮、荆芥、苦参、百部、紫草、
千里光、土茯苓、地肤子、黄柏、龙胆草、威灵仙各 6kg（湖

均匀、缓慢的加入药液中，并沿顺时针方向搅拌，待白色初乳
形成时加入其余挥发油和回收乙醇后的药液，搅拌均匀，过滤，
加蒸馏水至全量，分装，灭菌即可。
3

南邵阳中药材市场）
。冰片 1kg（株州松本林化有限公司）
，吐
温－80，1500ml（天津市北联精细化学品开发有限公司）
。
1.2 仪器
多功能提取器、夹层锅、配液桶、抽滤机。
2

制备工艺

2.1 传统制备工艺
将苦参、蛇床子、银花、百部等 13 味中药加水适量，浸泡

外观性状
传统工艺制备的康阴洁洗液棕褐色混浊液体，气味略芳

香，新工艺制备的康阴洁洗液为棕褐色澄清液体，气味更芳香。
4

观察与结果

4.1 观察
随机抽取本品 60 瓶，其中传统制备工艺 30 瓶，批号分别
为（090925、091118、090110）
，新制备工艺 30 瓶，批号分别

1h，加热煎煮 2 次，每次 1h，滤出药液，浓缩至适量，静置沉

为（100321、100517、101105）
，置室温放置 1 年，按 3 个月、

淀 24h，过滤，取滤液加热，将冰片用适量乙醇溶解后加入滤液

6 个月、1 年分别进行外观性状、相对密度、PH 值及微生物限

中，搅拌钧匀，过滤，加蒸馏水至全量，分装，灭菌即可。

度检查，考查各项指标的变化[1]。结果表明，除外观性状的变

2.2 新制备工艺

化差别大以外，其余各项指标均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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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品的外观性状留样观察
样品

3 个月

6 个月

1年

结果（冰片析出现象）

有效率为（%）

1 号 30 瓶

3瓶

7瓶

13 瓶

23 瓶

23.3

2 号 30 瓶

0

0

1瓶

1瓶

96.7

注：1 号为传统工艺制备的样品，2 号为新工艺制备的样品（P<0.05 两者具有可比性）
。

4.2 结果
通过两种方法的比较后发现，新工艺制备出的药液稳定性

数药物配伍，同时在药液中稳定，不易受酸碱的影响。将挥发
油作为分散介质，三者按顺序混合均匀，待乳剂稳定时再加入

好，冰片的析出现象基本消失，外观性状不随贮藏条件，时间，
温度而发生改变。

其余药液和蒸馏水稀释。改进工艺制备方法提高了冰片的溶解
度，基本消除了冰片析出现象，能充分发挥冰片走窜力的辅助

5

讨

疗效。通过工艺改进后制备的康阴洁洗液外观变得澄清，气味
更芳香，易被患者接受。

论

冰片又名龙脑，是一味常用中药，功能开窍醒神，清热止
痛。在复方处方中作为佐使之药，中医理论认为其走窜力强，
具有辅助药性的作用。但是冰片室温即升华，在乙醇、三氯甲
烷或乙醚中易溶，在水中几乎不溶。
在制备过程中将冰片用乙醇加热溶解，采用非离子型的吐
温－80 表面活性剂作为乳化剂，与其它离子型乳化剂相比具有
生物相溶性好、毒性低、溶血性较小的优点。而且它能与大多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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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创伤区，以清除受损组织和污染的微生物，其中血小板和巨
噬细胞还分泌一些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有关的生长因子，接
着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逐渐取代受损基质。同时，上皮细胞
也从创缘向内生长，直至覆盖伤口。
因此，创伤修复的快慢取决于上述细胞进入伤口和增生的
图 1 患者甲术前照片

图 2 患者甲 24h 照片

速度，而细胞的进入和增生又依赖于趋化因子和生长因子的参
与；趋化因子通常是肽类.蛋白质和蛋白质片断，它可引起细胞
向一定方向移动，如从低浓度向高浓度方向移动；细胞对趋化
因子的反应取决于其拥有的相应生长因子的受体数目[1-3]。
4.2.2 本人认为北京芸众本草中药硏究院协定处方二，对身体

图 3 患者甲 48h 照片

4

讨

图 4 患者甲 72h 照片

论

4.1 北京芸众本草中药硏究院协定处方二
组成：金银花 20g，连翘 20g，浦公英 50g，地丁 50g，桃

内的各种因子，如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 pDGF；酸性或碱性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s，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EGF，转化生长
因子 TGF-a、TGF-B；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GF1、IGF2 等及多
种细胞如血小板、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等在局部创
面快速调节及促进生长作用有关，促使创面愈合时间明显缩短

仁 15g，红花 15g，元胡 20g，川芎 20g，白芷 30g，菊花 20g，

约 72～240h 左右（从临床病人创面对照组分析）[1-3]。

防风 15g，黄芪 20g，葛根 20g，仙鹤草 50g，艾叶 15g，鱼腥

4.2.3 本人认为北京芸众本草中药硏究院协定处方二，对身体

草 50g，薏苡仁 50g，紫草 15g，甘草 15g 等；从临床应用观察

内的创伤后组织修复过程，快速调节及促进生长作用有关[1-4]。

分析如下。
上方剂按君、臣、佐、使剖析：君：金银花，连翘，浦公

参考文献：

英，地丁，鱼腥草，紫草，薏苡仁，白芷，川芎，菊花，葛根

[1]宋儒耀,方彰林.美容整形外科学[M].3 版.2002.5:345-346

等，有清热解毒，凉血脱毒等功能；臣：红花，仙鹤草，桃仁，

[2]王正囯.创伤医学基础[M].长春:吉林科学枝术岀版社,1999:329-360

川芎，紫草，鱼腥草，地丁，元胡，蒲公英，艾叶，甘草等，

[3]付小兵,王德文.创伤修复基础[M].北京:人民军医岀版社,1997:1-4

有止血、散结、散瘀、止痛、通经络、祛风除湿、祛腐生肌等

[4]陈士林,林余霖.中草药大典[M].军事医学科学岀版社,2006.8:40,143,175,

功能；佐：薏苡仁，白芷，菊花，鱼腥草，黄芪，川芎，防风，

176,208,215,219,316,325,328,359,390,417,434,440,456,459

有解毒、脱毒、消脓排脓、消肿等功能；使：甘草，调和药物、

作者简介：

解毒等功能；上述方剂综上概述：有清热凉血；通经活络；解
毒脱毒；有快速止血；有收敛止痛；散结散瘀血；消脓排脓。
4.2 本人对创伤外科修复过程中的一孔之见

王向阳，笫一作者，现任北京芸众本草中医医院西医大外科主任医师，
教授，原系湖北长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主任医师。

4.2.1 创伤后组织修复过程从凝血开始，由许多细胞相互协作
共同参与完成。最初，血小板、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大量进

编辑：赵玉娟 编号：E-13010952（修回：2013-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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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品、沙烫品及醋煮品马钱子的急性毒性试验
Acute toxicity test of crude, sand-warmed or vinegar-boiled Maqianzi
王 娜 1 许海江 2 孙同文 2 刘晓军 3
（1.杞县人民医院，河南 杞县，475200；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2；3.开封市第二中医院，河南 开封，
475004）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25-03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制品马钱子的急性毒性效价，为优选炮制工艺提供参考。方法：用生品、沙烫品和醋煮品马钱子
不同剂量的混悬液灌胃小白鼠，观察中毒表现和急性死亡情况，概率单位回归建立剂量-死亡关系方程，计算 LD50。结果：①死
亡概率单位方程：生品：Probit（P 生）＝7.007（1g 剂量）－13.604。沙烫品：Probit（P 沙）＝7.007（1g 剂量）－14.276。醋煮品：
、
Probit （P 醋）＝7.007（1g 剂量）－14.990。②生品、沙烫品和醋煮品的 LD50 分别是 87.400mg/Kg（95%CI：77.654～98.483）
109.014mg/Kg（95%CI：97.003～122.685）和 137.848mg/Kg（95%CI：122.199～155.939）
。③毒力效价比较生品 LD50/沙烫品 LD50
＝0.802（95%CI：0.650～0.952）
；生品 LD50/醋煮品 LD50＝0.634（95%CI：0.474～0.768）
；沙烫品 LD50/醋煮品 LD50=0.791（95%CI：
0.639～0.924）
，均不包含 1。结论：生品、沙烫品及醋煮品马钱子的毒力存在差异，以醋煮品的毒性较低。
【关键词】马钱子；炮制；士的宁；急性毒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cute toxicity valency of different processed Maqianzi. Methods: The rats were given
different dose of crude, sand-warmed or vinegar-boiled Maqianzi by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The intoxication display and acute death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①Death probability equation: crude Maqianzi: Probit (Pcrude)=7.007 (1g)－13.604; sand-warmed Maqianzi:
Probit (Psand)=7.007 (1g)－14.276; vinegar-boiled Maqianzi: Probit (Pvinegar)=7.007 (1g)－14.990. ②LD50 of the crude, sand-warmed
or vinegar-boiled Maqianzi was 87.400mg/kg (95%CI: 77.654～98.483), 109.014mg/kg (95%CI:97.003～122.685) and 137.848mg/kg
(95%CI：122.199～155.939), respectively. ③Toxicity titer: Crude LD50/sand-warmed LD50=0.802 (95%CI:0.650～0.952); CrudeLD50/
vinegar-boiled LD50=0.634 (95%CI: 0.474～0.768); sand-warmed LD50/vinegar-boiled LD50=0.791 (95%CI: 0.639～0.924). Conclusion:
The toxicity of crude, sand-warmed or vinegar-boiled Maqianzi was different, and the vinegar-boiled Maqianzi was the lowest.
【Keywords】 Maqianzi; Processed; Strychnine; Acute toxic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4
中药马钱子（番木鳖）是马钱科植物马钱
（Strychnosnux-vomicalL.）的干燥成熟种子，具有通络止痛、

1.3.2 醋煮法
取净马钱子水泡 2d，润 12h，切 1.5mm 薄片。用 5%的醋

散结消肿之功。其主要成分为士的宁（C21H22N2O2）和马

酸溶液慢火煮 1.5h，取出，干燥。

钱子碱（C22H26N2O2）。大毒，必需炮制方可内服，为了论

1.4 马钱子混悬液制备

证不同的炮制方法对其毒性的影响，本研究应用生品、砂烫

将不同制品的马钱子粉碎成细粉，临用前以 3%的淀粉糊

品和醋酸煮品进行急性毒性实验研究，探讨优选马钱子的炮

稀释成各种所需浓度的混悬液。

制工艺。

1.5 试验方法

1

材料

1.1 药品
马钱子购自河南省医药公司，经本院药剂科鉴定为马钱科
植物马钱的干燥成熟种子。
1.2 动物
健康昆明种小鼠，体重 18～22g，♀、♂各半，河南省实

1.5.1 预试验
每个样品组用小鼠若干只，每个层组 3 只，以 l∶0.60 的
组间剂量比对小鼠进行灌胃，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剂量，找出各
组 0%死亡量（Dn）与 100%死亡量（Dm）
。
1.5.2 正式试验
选小鼠 270 只，随机分成生品组、砂烫品组和醋煮组各 90

验动物中心提供。

只，每组又分 6 个层组，禁食 12h 后，根据预试验得出的 Dm、

1.3 样品炮制

Dn 值和分组数算出组间剂量比约为 1∶0.75。将马钱子混悬液

生品：取净马钱子原药材。
1.3.1 砂烫法

灌胃后，观察中毒和 3d 内死亡情况。
1.6 统计方法

将适量细砂置炒锅内，加热至一定温度，投入马钱子，不

采用概率单位回归，用 LD10、LD50、LD95 描述剂量-反应

断翻动，至鼓起并外皮显棕褐色或深棕色，筛去砂，放凉，去

关系，给出 95%置信限（95%CI），建立死亡概率单位方程，

绒毛。

绘制散点图，统计软件为 SPSS16.0。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262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4
，
关，经 Probit 回归分析，三组模型拟合好（x2＝6.781，P＝0.943）

实验结果

且平行（x2＝1.136，P＝0.567）
，共同斜率为 7.007。建立概率

2.1 剂量-反应率关系
生品、沙烫品和醋煮品马钱子混悬液灌胃后，随着给药剂
量的增加，小鼠开始发生强直性惊厥发作，呈角弓反张，呼吸
停止于最大吸气状态，严重者呼吸麻痹致死，均在 5～30min
内死亡，30min 不死者以后逐渐恢复。死亡率与给药剂量正相

单位方程：生品：Probit（P 生）＝7.007（1g 剂量）－13.604。
沙烫品：Probit（P 沙）＝7.007（1g 剂量）－14.276。醋煮品方
程：Probit（P 醋）＝7.007（1g 剂量）－14.990。LD50 分别是
87.400mg/kg、109.014mg/kg 和 137.848mg/kg，见表 1、2。

表 1 不同制品马钱子混悬液灌胃的死亡情况
样品

剂量（mg/kg）

生品

砂烫品

醋煮品

对数剂量

总数（只）

死亡（只）

死亡率（%）

163.26

2.213

15

15

100.00

122.45

2.088

15

12

80.00

91.84

1.963

15

8

53.33

68.88

1.838

15

4

26.67

51.66

1.713

15

1

6.67

38.75

1.588

15

0

0.00

204.08

2.310

15

15

100.00

153.06

2.185

15

11

73.33

114.80

2.060

15

9

60.00

86.10

1.935

15

3

20.00

64.58

1.810

15

2

13.33

48.44

1.685

15

0

0.00

224.49

2.351

15

15

100.00

168.37

2.226

15

10

66.67

126.28

2.101

15

6

40.00

94.71

1.976

15

2

13.33

71.03

1.851

15

0

0.00

53.27

1.726

15

0

0.00

表 2 不同制品马钱子混悬液灌胃的 LD10、LD50、LD95（mg/kg）
样品

LD10（95%CI）

LD50（95%CI）

LD95（95%CI）

生品

57.360（48.703～65.267）

87.400（77.654～98.483）

150.058（130.083～181.414）

沙烫品

71.545（60.844～81.298）

109.014（97.003～122.685）

187.168（162.363～226.180）

醋煮品

90.469（76.872～103.033）

137.848（122.199～155.939）

236.675（204.324～287.787）

2.2 毒力效价比较

不包含 1，可认为 3 种制品的毒性有差别。响应概率与对数剂

生品与沙烫品的 LD50 之比为 0.802，95%CI：0.650～0.952；
生品与醋煮品的 LD50 之比为 0.634，95%CI：0.474～0.768；沙

量呈明显线性关系，且生品 Probit 值大于沙烫品，沙烫品又大
于醋煮品，见表 3、图 1。

烫品与醋煮品的 LD50 之比为 0.791，95%CI：0.639～0.924，均
表 3 相对中位数强度
比较方式

Estimate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生品/沙烫品

0.802

0.650

0.952

生品/醋煮品

0.634

0.474

0.786

沙烫品/醋煮品

0.791

0.639

0.942

3

讨

论

马钱子始载于《本草纲目》，味苦，性寒，有大毒，归肝
脾经，有通络、强筋、散结、止痛、解毒之功效。现代药理研
究证明马钱子中主要有效成分为士的宁和马钱子碱。小剂量士
的宁能竞争性与甘氨酸受体结合，阻断甘氨酸的抑制作用，提
高机体反射性和增加骨骼肌的收缩力，临床常用于治疗瘫痪。
过量的时士的宁可引起脊髓过度兴奋，致呼吸肌强直而窒息死
图 1 剂量对数与概率单位关系散点图

（下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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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三针为主治疗难治性产后尿潴留 7 例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refractory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with
JIN’S Triple-Needle therapy
曹 震
（锦州市妇婴医院，辽宁 锦州，121000）
中图分类号：R2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27-02

【摘 要】 目的：观察尿三针为主治疗难治性产后尿潴留临床疗效。方法：7 例难治性产后尿潴留患者，针刺尿三针（中极、
关元、三阴交）等穴治疗。留针 30 min，行针 10 min/次，针刺 1 次/d。结果：治愈率 85.71%。结论：尿三针为主治疗产后尿潴留
及难治性产后尿潴留疗效确切。
【关键词】 针刺；靳三针；产后尿潴留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JIN’S Triple-Needle therapy on refractory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Methods: 7 patients of refractory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were given acupuncture with JIN’S Triple-Needle therapy. To retain needle
30min and to manipulate the needle 10min one time. Acupuncture one time daily. Results: The cure rate was 85.71%. Conclusion: JIN’S
Triple-Needle therapy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fractory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Keywords】 Acupuncture; JIN’S Triple-Needle therapy;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5
根据中医病症诊疗标准[4]并结合临床拟定：治愈：拔除导

产后尿潴留，属中医“癃闭”范畴，中医又称“产后小便
，是指产后小便点滴而下，甚或闭塞不通，小腹胀急疼
不通[1]”

尿管，自解小便通畅，症状和体征消失，观察 24h 无反复；好

痛者。是产后常见疾病之一，以初产妇、难产、产程长及手术

转：症状体征改善；未愈：不能自行排尿，仍需留置导尿管。

助产者多见，常发生在产后 6～8h，总发生率[2]为 2.3%。多数

3.2 治疗结果
治愈 6 例，未愈 1 例，治愈率 85.71%。其中针刺 1 次治愈

经一般治疗可痊愈，少数一般治疗后仍排尿困难，形成难治性
[3]

产后尿潴留。笔者以尿三针 为主治疗难治性产后尿潴留 7 例，
疗效满意，总结如下。
1

1 例，2 次治愈 1 例，3 次治愈 4 例。
4

临床资料
2008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锦州市妇婴医院产科收治难治

验案举例
患者甲，女，30 岁，初产。2011 年 10 月××日入院，当

日顺产，采用无痛分娩法，并行会阴侧切术。产后小便不能自

性产后尿潴留 7 例，均为初产妇，自然分娩，年龄最小 22 岁，

解，小腹隆起胀急作痛，诊为产后尿潴留。曾行热敷按摩小腹

最大 31 岁。病程最短 2d，最长 15d。曾用新斯的明足三里穴

部和新斯的明足三里穴位注射，流水声导尿，理疗等治疗，均

位注射、按摩热敷小腹部、流水声导尿和理疗等治疗，均无效，

无效，留置导尿管 2d。求针刺治疗，刻查：产妇气短懒言，自

最后留置导尿管导尿。7 例产前均无泌尿系疾病。

汗出，无尿意。针刺尿三针、足三里。留针 30min，第 1 次针

2

针刺治疗

2.1 取穴
主穴：尿三针（中极、关元、三阴交）。配穴：气血不足
者，加足三里；情志不遂者，加太冲。
2.2 操作
患者仰卧位，医者手部及患者穴位常规消毒，用毫针（华
佗牌，规格：0.3mm×50mm，苏州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针
刺，留针 30min，行针 1 次/10min，针刺 1 次/d。关元、中极
向耻骨联合方向平刺，行提插、捻转，平补平泻手法；三阴交

后，有尿意，带导尿管解小便，能溺出少许；第 2 次针后，尿
意明显，拔除导尿管，小便自解，24h 未反复，治愈。
5

讨

论

产后尿潴留多因[5]第二产程延长，胎先露对膀胱颈部长时
间的压迫，引起组织水肿和神经功能障碍所致；或因会阴侧切，
疼痛产生反射性盆底肌肉痉挛；或因腰麻应用麻醉剂；或因精
神心理因素等导致。产后尿潴留治疗不当或失治误治，可加重
病情，延长病程，形成难治性产后尿潴留。中医认为[1]：素体

（双）
，直刺，行平补平泻；足三里（双）
，直刺，行补法；太

虚弱，产时劳力伤气，或失血过多，气随血耗，以致脾肺气虚，

冲（双）
，直刺，行泻法。

不能通调水道；或因禀赋薄弱，元气不足，复因分娩损伤肾气，

3

治疗效果

3.1 疗效标准

以致肾阳不振，气化失司；或因产后情志不遂，肝气郁结，气
机阻滞，清浊升降失常；或因滞产，膀胱受压过久，气血运行
不畅，最终导致膀胱气化不利，而致小便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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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三针为“靳三针疗法”中治疗泌尿系疾病的主穴。“靳

三针疗法”是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靳瑞教授所创，其特点实用
有效，穴少而精。笔者临床喜用本法。关元、中极位于任脉，

疗法精、简、便、廉、验、安全，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关元为小肠募穴，足三阴与任脉交会穴，人体元气的闭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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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1:219-222

之合穴，为足阳明脉气所入之处。阳明经经气旺盛，多气多血，

[5]曹泽毅.中华妇产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1375-1376

故足三里具有补益气血之功，为保健预防，强身壮体之要穴。

作者简介：

产妇产时耗气耗血，产后多虚，故常用此穴补益。太冲为足厥
阴肝经之原穴，输穴，位居肝经冲要之位，脉气盛大，阴血充
盈。又原穴调控着本经的总体气血，故针灸太冲穴，有疏肝解

曹震（1976-），通讯作者，男，汉族，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主
治中医师，研究方向：针灸治疗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及妇产科常见病。

郁之功。诸穴合用使膀胱气化得利，小便自通。
可见，尿三针为主治疗产后尿潴留及难治性产后尿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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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马钱子碱具有镇痛、抗炎、抑制血小板凝聚和抗血栓形成

度，这种炮制方法温度难以控制，因马钱子的主要毒性成分士

作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风湿顽痹、跌扑损伤等病症。由于马

的宁和马钱子碱二者熔点不同（的宁熔点 268℃～290℃，马钱

钱子剧毒、安全范围小、口服用药治疗量与中毒量十分接近的

子碱熔点 178℃）
，如果温度过高过长（达 270℃，达 4min）
，

特性，严重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故使用前必须经过炮制，

有效成份士的宁含量将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临床疗效，如果温

马钱子的炮制方法包括砂烫、油炸、甘草制、醋泡、醋煮、爆

度过低则毒性成分马钱子碱难以降低，会使毒性加大[6]。马钱

压、阳江九制等，各种炮制方法具有确切的减毒作用。

子经醋煮法炮制，其毒性成分士的宁和马钱子碱与酸性成分结

不同炮制方法对其有效成分会产生显著影响，沈亚芬等[1]

合形成可溶性的盐，从而降低毒性，使用药安全性提高[7]。醋

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1g 马钱子中士的宁含量分别是生

煮法炮制工艺简单可控，有利于马钱子炮制的规范化操作，醋

品 1.94ug，沙烫品 1.26ug，醋泡品 0.15ug。周追根等[2]测量显

酸廉价易得，醋味宜人，故马钱子的炮制可优先考虑用 5%的

示：生品、沙烫品和醋煮品马钱子的士的宁含量分别是 1.34%、

醋酸煮制。

1.28%和 0.53%，马钱子碱含量分别是 2.50%，2.34%和 0.98%。

总之，马钱子毒性特强，灌胃给药后，极易中毒死亡，死

马钱子各炮制品的水煎出物有效成分含量也存在差异，沙烫品

亡率与剂量明显正相关，且不同炮制品毒性存在差异，其中以

水煎出液士的宁和马钱子碱的含量为生品的 79.4%和 71.2%，

醋煮品毒性最低，可优先考虑醋煮法炮制。

醋煮品水煎出液士的宁和马钱子碱的含量为生品的 77.3%和
60.7%[3]。
本研究采用灌胃给药、更符合临床用药实际，其结果显示：

参考文献：
[1]沈亚芬,孙彩华.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马钱子不同炮制品中士的宁含

与生品相比，沙烫品和醋煮品的 LD50 均有所提高，95%可信限

量[J].中国药业,2009,18(10):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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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玉娥,王菊英,于德宁,等.马钱子散的毒性和毒效动力学研究[J].山东中

经过炮制用药安全性明显提高，生品毒性强于沙烫品，沙烫品

医杂志,2002,21(9):554-556

毒性又强于醋煮品。虽然《中国药典》以及相关药学专著有明

[5]汤淮波,吴萍,胡海,等.改良砂烫法炮制马钱子的实验研究[J].中南药学,

确的马钱子安全用量范围，但安全性受体质、性别、药物颗粒

2010,8(6):461-464

[4]

大小、环境温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为了便于马钱子的临床

[6]占永良.炮制对马钱子生物碱含量及毒性的影响分析[J].浙江中医杂志,

用药，本研究给出了死亡概率单位方程，根据本方程，可以算

2009,44(10):760

出小鼠不死的最大耐受量。不过，小鼠的最大耐受量是否与人

[7]龚千峰,周道根,张的凤,等.马钱子不同炮制品急性毒性实验研究[J].江西

类相同，目前尚缺乏可靠的证据。

中医学院学报,2007,19(3):47-48

马钱子炒制时间、油砂用量与油砂余温炒制时间均显著影
响炮制品毒性[5]。传统的砂烫炮制以外皮显棕褐色或深棕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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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敷贴联合艾灸治疗脾胃虚寒型功能性
消化不良的效果研究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functional dyspepsia with
point application and moxibustion
孙 群
（安徽省六安市中医院，安微
中图分类号：R322.4

文献标识码：A

六安，237006）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29-03

【摘 要】 目的：探讨通过“健胃散”穴位敷贴联合间接灸治疗脾胃虚寒型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效果研究。方法：将 58 例脾
胃虚寒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32 例和对照组 26 例，实验组患者在原有内服中药和西药的基础上加上穴位敷贴和
间接灸，对照组患者仅内服中药和西药，比较两组的疗效情况。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临床治疗效果明显，中医症候学积
分减少，症状改善。结论：通过临床疗效评价，为外治技术在功能性消化不良治疗中的规范运用提供依据。使中医院的护理人员
掌握更多中医护理技术技术，使祖国传统医学技术得到发扬光大。
【关键词】 穴位敷贴；艾灸；消化不良；效果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Jianwei powder point application combined with moxibustion in treating
functional dyspepsia of insufficiency of spleen-YANG type. Methods: 5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2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26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erely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oral us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point application and moxibustion more. Results: The treated group had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is therap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nctional dyspepsia.
【Keywords】 Point application; Moxibustion; Dyspepsia; Effect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6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指一组无器质性原因可究的，慢性持
续性或反复发作性中上腹症候群。功能性消化不良在临床上十
分常见，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曾有过消化不良的症状，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因消化不良症状就诊者占内科门诊总数的 30%左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本科收治住院脾胃虚寒型功能
性消化不良患者 58 例，其中男 26 例，女 32 例，年龄 38～70

右，占消化内科专科门诊的 70%，其中，功能性消化不良占消

岁（平均 51.3 岁）
。符合诊断标准，住院时间 15d～1 个月。将

化内科专科门诊的 30%～40%。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和社

58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32 例和对照组 26 例，
两组患者性别、

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国内外发病率在不断上升，本病虽呈良性

年龄、病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过程，但常反复发作、缠绵难愈、治疗起来较困难，严重影响

1.2 诊断标准

了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正因为此，也引起了医患双方

1.2.1 参照“功能性胃肠病的罗马Ⅲ诊断标准”中功能性消化

的广泛重视。

不良（FD）的诊断标准[1]：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状出现至少 6 个

近年来，中医界对此的研究愈来愈多，病名多归属于“胃

月，近 3 个月满足以下标准，必须包括：①以下 1 条或多条：

院痛”
、
“痞满”范畴，病位定在脾胃，究其病因病机，古今医

a.餐后饱胀不适；b.早饱感；c.上腹痛；d.上腹烧灼感。②并且

家均有论述。主要由于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即《内经》所谓

没有可以解释上述症状的功能性疾病。功能性消化不良（FD）

“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或忧思伤脾，恼怒伤肝，肝木乘土，

的确切病因病理目前尚未完全明了，普遍认为其发病机制与胃

或中气不足，外邪内侵等，使脾失健运，胃失和降，导致中焦

酸分泌增多，内脏神经感觉敏感性增加，胃肠动力障碍，幽门

气机不畅，脾胃升降失常，胃肠运动功能紊乱而发病，其病位

螺杆菌感染，胃、十二指肠慢性炎症，胃肠激素分泌异常，自

在胃，涉及肝脾二脏。李果创立脾胃内伤理论，认为饮食不节、

主神经功能紊乱和精神心理障碍等多种因素有关[2]。在治疗方

寒温不适、劳逸过度、精神刺激均可内伤脾胃，脾胃损伤，升

面，西医主张首选促胃肠动力药，胃排空延迟被认为是功能性

降失常，气机不畅，而生满闷之病。如在《脾胃论》中说：
“浊

消化不良主要的病理生理机制，促胃肠动力制剂，诸如胃复安、

气在阳，乱于胸中，则生满闭塞。
”

多潘立酮、莫沙比利等药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用于治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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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消化不良[3]。其次选用抑酸剂、抗焦虑及抗抑郁药物，如有

征均有好转，症侯积分减少≥30%，主要理化监测指标有所改

Hp 感染可进行抗 Hp 治疗。但西药长期服用，存在潜在的毒副

善。无效：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症侯积分减

反应风险，因此，人们重视从传统中医方法中寻找安全可靠的

少不足 30%，理化监测指标较治疗前无变化。计算公式（尼莫

方法。

地平法）
：[（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1.2.2 参照 2001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脾胃病专业委员会第 13

2

次会议通过的“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治规范草案”[4]，将该病

方

法

分为肝郁气滞证，肝郁脾虚证、脾虚痰湿证，饮食积滞证，寒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内服中药和西药。实验组患者除采用

热错杂证，但国内众多学者对本病有不同的辨证分型。而比较

常规治疗外，还给予中药外治“健胃散”穴位敷贴及间接灸，

一致的观点与共识，认为脾胃虚弱为本病的根本，也是决定了

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情况。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程较长的原因。正气的强弱是机体发病的

2.1 “健胃散”穴位敷贴选取的药物及穴位组成
白芥子 300g，细辛 300g，玄胡索 100g，制附子 100g，肉

一个决定性内因，因此，尽管肝郁、痰浊等是发病的重要因素，
但脾之强弱却是发病的根本所在 。因此，本文在《功能性消化

桂 100g，川椒 100g，以生姜汁调匀，分别敷贴于脾俞、胃俞、

不良（FD）中医诊治规范（草案）
》基础上结合《中药新药临床

肾俞、天枢、神阙、中脘、关元等穴。间接灸取穴：足三里、

研究指导原则》
（2002 年）[6]，选取脾胃虚寒型功能性消化不良

上巨虚、三阴交、大横、天枢、中脘等穴隔姜灸。

作为研究对象。脾胃虚寒型：①自觉胃脘部痞塞、胀满或胀痛

2.2 贴敷及艾灸注意事项

[5]

不适；②起病缓慢，时轻时重，反复发作在两个月以上；③发

贴敷前须清洁皮肤，严重皮肤疾病、过敏体质、吐衄者、

作常与饮食、情志、起居、寒温等诱因有关；④符合脾胃虚寒

妊娠勿用；注意保暖并保护患者隐私；药物涂抹薄厚均匀，部

型诊断标准。主症：脘腹痞满，食物后加重，食欲不振，疲乏

位准确，固定松紧适宜；贴敷期间，饮食要清淡，禁食生冷、

无力。次症：恶心欲吐，大便溏，舌淡苔白，脉沉细。

肥甘、厚味、海鲜及辛辣刺激之品；局部出现红疹、水泡、瘙

1.2.3 观察指标、评定方法及评定标准：①中医症候分级量化

痒等过敏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报告医生，协助处理。艾灸

积分比较：由患者以答卷形式完成，对脘腹胀满、胃脘疼痛、

时，放生姜于所选穴位上，点燃艾柱，艾绒团必须捻紧，防止

嗳气反酸、饮食减少、疲乏无力、恶心呕吐、大便稀溏症状参

艾灰脱落灼伤皮肤或烧毁衣物；施灸后局部皮肤出现微红灼

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的无、轻、中、重程度分

热，属于正常现象，每处灸 30min。

别记 0、2、4、6 分，比较治疗前后的中医症候积分变化情况。

3

结

果

②临床疗效比较：痊愈：主要症状基本消失，疗效指数≥90%，
两组患者的疗效情况比较见表 1，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2.0

理化监测基本指标恢复正常；显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症

软件进行 x2 检验和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侯积分减少≥70%，理化监测指标基本正常。有效：症状、体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2

16

8

4

4

88

对照组

26

7

6

5

8

69

注：x2=6.13，P<0.05。

4

讨

论

中医药在治疗 FD 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通过
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运用四诊合参，辨证分型，依据患者临
床表现、并结合其体质、情志等因素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治疗。

价廉，易于被患者接受。
穴位贴敷疗法的作用机理：①穴位的刺激与调节作用：经
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沟通表里，贯穿上下”，是人体营
卫气血循环运行出人的通道，而穴位则是上述物质在运行通路

临床上多从肝脾胃论治，认为脾虚失运是发病的基础，肝气郁

中的交汇点，是“肺气所发”和“神气游行出人”的场所。运

结是发病的条件，胃失和降是引发诸症的原因[7]。因此，治疗

用穴位贴敷疗法，刺激和作用于体表腧穴相应的皮部，通过经

功能性消化不良以健脾、疏肝、降胃为基本法则，并发展出疏

络的传导和调整，纠正脏腑阴阳的偏盛或偏衰，“以通郁闭之

肝理气法、辛开苦降法、消食导滞法、健脾和胃法、益胃养阴

气……以散瘀结之肿”，改善经络气血的运行，对五脏六腑的

法等内治法[8]，以及针刺、艾灸、拔罐、穴位敷贴等外治法。

生理功能和病理状态，产生良好的治疗和调整作用，从而达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关注健康，以中医外治

以肤固表，以表托毒，以经通脏，以穴驱邪和扶正强身的目的。

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医疗受到青睐，值得临床推广。将外治技术

②药物吸收后的药效作用：清•徐大椿曾说：“汤药不足尽

有机结合，有针对性的使用于专科疾病的治疗是未来的发展方

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

向。目前国内外研究多集中于穴位敷贴对于功能性胃肠病的双

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服药尤为有力”。现

向动力调节作用，对于机体的免疫调节作用等，据文献报道该

代医学已证明，中药完全可以从皮肤吸收。贴敷药物直接作用

外治方法作用显著，操作简单、方便、无痛苦、不良反应少且

于体表穴位或表面病灶，使局部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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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活血化瘀、清热拔毒，消肿止痛，止血生肌，消炎排脓，改

枢穴属足阳明胃经，具有调理胃肠、消炎止泻、通利大便等功

善周围组织营养的作用。还可使药物透过皮毛腠理由表入里，

能，既通便，又可止腹泻。按压刺激此穴，可疏调肠腑、理气

通过经络的贯通运行，联络脏腑，沟通表里，发挥较强的药效

消滞、通便。神阙：又名脐中，是人体任脉上的要穴，功能温

作用。正如《理瀹骈文》所言：“切于皮肤，彻于肉里，摄入

阳救逆、利水固脱，主治腹痛、泄泻、脱肛、水肿、虚脱。中

吸气，融入渗液”。并随其用药，能祛邪、拔毒气以外出，抑

脘：脾的募穴，八会穴之腑会，功能和胃健脾、降逆利水。关

邪气以内清；能扶正，通营卫，调升降，理阴阳，安五脏；能

元：小肠募穴，足三阴、任脉之会，功能培补元气、导赤通淋。

挫折五郁之气，而资化源。③穴位和药物两者的综合叠加作用：

关元穴具有培元固本、补益下焦之功，凡元气亏损均可使用。

穴位贴敷作用于人体主要表现是一种综合作用，既有药物对穴

足三里：足阳明胃经的合穴，胃的下合穴。功能调节机体免疫

位的刺激作用，又有药物本身的作用，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往往

力、增强抗病能力、调理脾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疏风化

是几种治疗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共同发

湿、扶正祛邪。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针灸刺激 足三里穴，可

挥的整体叠加治疗作用。首先是药物的温热刺激对局部气血的

使胃肠蠕动有力而规律，并能提高多种消化酶的活力，增进食

调整，而温热刺激配合药物外敷必然增加了药物的功效，多具

欲，帮助消化。上巨虚：足阳明胃经穴，大肠之下合穴，功能

辛味的中药在温热环境中特别易于吸收，由此增强了药物的作

调和肠胃，通经活络。三阴交：足太阴脾经，足太阴、少阴、

用、药物外敷于穴位上则刺激了穴位本身，激发了经气，调动

厥阴经交会穴，足太、少阴、厥阴经交会穴，足太阴络，功能

了经脉的功能，使之更好地发挥了行气血、营阴阳的整体作用。
间接灸是艾炷灸之一种，又称隔物灸。指艾炷与穴位皮肤

健脾益血、调肝补肾、安神定志。大横：足太阴脾经穴，足太
阴与阴维脉交会穴，功能健脾利水，理气止痛，通调肠腑[10]。

之间衬隔物品的灸法。通常以生姜，大蒜等一类辛温芳香的药

通过“健胃散”穴位敷贴及间接灸治疗脾胃虚寒型功能性

物作衬隔，具有加强温通经络的作用，又不使艾火直接灼伤皮

消化不良的效果研究，为外治技术在功能性消化不良治疗中的

肤。间接灸的种类很多，其名称通常随所垫隔的物品而定。如
隔姜灸、隔蒜灸、隔盐灸、隔药饼灸等。根据病症选用。本文
拟选隔姜灸。生姜，其性辛、温，归肺、脾、胃经，功能解表

规范运用提供依据，而外治技术中的外敷、艾灸、拨火罐等又
是中医院护士所必须掌握的，因此护士需加强中医理论和技术
学习，为开拓中西医结合治疗功能性疾病的前沿性思路、方法

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生姜还具有解毒杀菌的作用。研

与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究证明，生姜的提取物能刺激胃粘膜，引起血管运动中枢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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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配合手法复位及颈牵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6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0 cases of cervical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with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anipulative reduction and traction
元锋国 郭志芳 陈连清 罗湘苏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广东 湛江，524043）
中图分类号：R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32-02

证型：ADI

【摘 要】 目的：探求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方法：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采用针刺配合手法复位及牵引；
对照组采用单纯针刺治疗方法。应用简化 McGill 疼痛询问量表，对颈椎病患者疼痛进行客观量化观察，用 X 光照片检查对颈椎
病治疗前后进行动态观察分析。结果：治疗组 30 例患者，痊愈 20 例，显效 4 例，有效 5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6.67%，疗效
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治疗组治疗颈椎病疗效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 颈椎病；针刺；手法复位及牵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treating cervical syndrome.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anipulative reduction and trac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imple acupuncture treatement. Simplified MCGill ache inquiry table was applied to quantize the ache degree of cervical
syndrome, and X-ray inspection was applied for dynamic variation of cervical ache.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20 cases were cured, 4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5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1 case was invali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6.67%,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ed group had better efficacy than the control group.
【Keywords】 Cervical syndrome; Acupuncture; Manipulative reduction; Tra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7
①有手术适应症及手术史；②有颈椎骨折、结核、肿瘤等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症，它是由于颈段脊柱的慢性劳损、
外伤或老年性脊椎退行性变而导致颈段血管、神经继发性损害
而发病的临床多发病。中医属痹症范畴。近年来该病发病呈年
轻化趋势。治疗上以针灸、推拿、牵引等保守治疗为主，通过

病史者。
2

治疗方法

长期的临床实践，笔者摸索到针刺配合手法复位及牵引治疗该

2.1 治疗组

病疗效显著、疗程短、远期效果好。

2.1.1 针刺方法

1

颈三线针刺法（从第三颈椎到第七颈椎两侧排针）
：I 线位

临床资料

于斜方肌内缘，距脊柱正中线 0.5 寸；II 线位于斜方肌肌腹中；
III 线位于斜方肌外侧缘。主穴取颈 I 线为主，深刺 1.5～2 寸用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共有 60 例，均为本院门诊和住院患者，按初次

捻转泻法得气为度，可配合 II、III 线，若有斜方肌痉挛不取 II

就诊次序编号，应用随机数字表将病例进行随机化分组为治疗

线。配穴：肩髃、臂臑、曲池、手三里、外关、合谷、八邪；

组（针刺配合手法复位及牵引组）30 例，对照组（针刺组）30

根据病变位置取远端穴位放血或颈夹脊穴刺络放血，少阳经痛

例。治疗组中，男 14 例，女 16 例；年龄最小 20 岁，最大 76

取足少阳胆经阳陵泉至绝骨处瘀络放血，太阳经痛取足太阳经

岁，病程最短两周，最长 30 年，均为神经根型。对照组中，

委中至承山处瘀络放血，放血量 10～20ml/次。以上配穴根据

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最小 19 岁，最大 78 岁，病程最短 10d，

症状每取 3～4 穴，以上穴位针刺得气后均留针 30min，行针

最长 24 年，均为神经根型。两组年龄、性别、病程、病情分

10min/次。

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2.1.2 手法复位及颈牵引
根据 X 线、CT、MRI 等检查及手法触诊、神经定位诊断

1.2 病例选择标准
1.2.1 诊断标准

判断颈椎小关节错位类型为前后滑脱式错位、左右旋转式错
[1]

按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进行诊断。
1.2.2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②按医生要求完成治疗及调查。
1.2.3 排除标准

位、侧弯侧摆式错位、倾位或仰位式错位、钩椎关节错位、椎
间隙变窄等不同类型采用相应的手法复位及牵引；颈牵引 15～
30min，牵引重量 10～20kg，以患者能耐受为度。
以上疗法 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两个疗程后行疗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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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照组

3

针刺方法及取穴同治疗组。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2.3 观察指标

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发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

2.3.1 颈椎病疼痛积分

效标准》制定：①痊愈：原有各型症状完全消失，X 线检查

颈椎病疼痛分级标准：采用国际公认的描述与测量疼痛的

正常或明显改善，能参加正常劳动和工作，随访半年未复发；

McGill 疼痛询问量表（MPQ）。量表共分三部分：A：疼痛分

②显效：原有各型症状明显减轻，X 线检查有明显改善或改善；

级指数（PRI）含有 11 个感觉性词与 4 个情绪性词，程度分无、

③有效：原有各型症状减轻，病情或疼痛有改善，X 线检查有

轻、中、重 4 级，分别记 0、1、2、3 分，可计算出 PRI 感觉

改善；④无效：症状没有改善，X 线检查无改善。

分、情绪分和总分；B：目测类比定级法（VAS）为一条 10cm

3.2 结果

长的直线，两边分别代表无痛和剧痛，患者在其中标出疼痛程

3.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度；C：现有疼痛强度（PPI）分无痛、轻度不适、不适、难受、

两组总有效率经 Ridit 分析，P<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可怕的疼痛、极为痛苦 6 级，分别记 0、1、2、3、4、5 分。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 1。

2.3.2 X 线照片观察
分为错位、明显改善、改善、正常。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20

4

5

1

96.67

对照组

30

12

10

2

6

80

3.2.2 两组治疗前后疼痛积分差值比较

照组，见表 2。

经两种不同方法治疗后，治疗组对疼痛的改善明显优于对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疼痛积分差值比较（ x ± s ）
项目

治疗组（n＝60）

选词阳性项目数
PRI 感觉分

3.92±0.79

***

2.58±0.82

4.10±1.26
3.27±0.86

对照组（n＝60）

*

PRI 情绪分

1.71±0.45

1.47±0.39

PRI 总分

5.28±0.88***

4.64±0.80

VAS（cm）

4.65±1.51***

3.45±1.13

***

1.15±0.26

PPI
*

1.36±0.68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01。

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4

讨

论

疏通经络、调理脏腑、平衡阴阳、活血止痛。从现代医学角度
讲就是通过针刺和放血疗法可以促进吞噬细胞的生成，加快病
变部位的炎症、水肿的吸收、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从而达到消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颈椎间盘变性，颈椎骨质增生以及由此

除神经根型颈椎病所表现的症状的作用；配合手法复位及牵引

而引起的一系列临床症状的总称。颈椎间盘的退行性变以颈

可以纠正小关节的错位、椎间隙的变窄，从而解除病变处软组

5～6，颈 6～7 的发病最多见。颈椎间盘突出症是本病的早期

织、韧带、神经、血管的受压，达到消除症状的目的。两者配

阶段，其受累的椎间盘较少，一般为 1～2 个椎间盘；而颈椎

合治疗可以明显提高疗效、缩短疗程。经过笔者近年临床观察

病则不然，往往是多数椎间盘受累。产生颈椎病的最初病理变

效果显著，可以从根本上为患者解除病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化为颈椎间盘变性，由于它的变性，可使纤维环、髓核突向韧
带下方而引起韧带连同骨膜与椎骨间分离，形成韧带-椎间盘间

参考文献：

隙，因多同时伴有局部微血管撕裂与血形成间隙血肿，随着血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

肿机化和钙盐沉积，最后形成突向椎管或椎体前缘骨刺。由于

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36

间盘变性，还可导致其耐用压力和牵拉力减低，因而相应地出
现椎间隙变窄，关节突关节错位或重叠，椎间孔变小，相邻椎
体间稳定性减少，继而出现小关节、钩椎关节骨质增生、韧带

作者简介：
元锋国（1970-），男，副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专业。

骨化等。此外长期慢性劳损、外伤、炎症及畸形等都会诱发和
加重刺激压迫神经根，所以神经根型颈椎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
小关节错位。根据笔者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治疗上应该用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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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刀结合封闭治疗复发性肱骨外上髁炎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radiohumeral epicondylitis by needle knife
therapy combined with local blocking treatment
谷 松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江苏 南京，211500）
中图分类号：R4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34-01

【摘 要】 肱骨外上髁炎，以肘关节外侧疼痛，用力握拳，提重物及前臂作旋前伸肘动作时加重，局部有多处压痛。临床多
采用局部封闭、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针灸或物理治疗，短期疗效尚可，但易复发，且对于复发性肱骨外上髁炎疗效甚微。笔者
观察针刀结合局部封闭方法治疗易复发的肱骨外上髁炎 76 例，疗效较为满意，现报道如下。
【关键词】 针刀；肱骨外上髁炎；局部封闭；网球肘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ocal blocking on treating recrudescent radiohumeral epicondylitis.
Methods: To treated the ache place by needle knife and inject with Lidocaine and Prednisolone. Results: 63 cases were cured, with the
curative rate 82.9%, 10 cases were improved, with the effective rate 13.2%, and 3 cases were ineffective,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6.1%.
Conclusion: Needle knife therapy combined with local blocking achieved notable effect on radiohumeral epicondylitis.
【Keywords】 Needle knife; Radiohumeral epicondylitis; Local blocking; Tennis elbo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8
1

临床资料
76 例均为门诊患者，均符合《实用骨科学》[1]中肱骨外上

髁炎的诊断标准。诊断标准：患肢肘外侧疼痛，劳累后加重，
拧毛巾、扫地、提重物时明显，在肱骨外上髁处有局限性压痛
点，Mill 征阳性。其中男 29 例，女 47 例；年龄 28～65 岁，
平均 42 岁；病程 6～18 个月。右肘 57 例，左肘 19 例。经过
封闭治疗者 55 例，其中封闭 1 次者 11 例，2 次者 34 例，3 次
以上者 10 例；经过针灸及其他方法治疗者 32 例。纳入标准：
至少经过一次以上封闭治疗或经过针灸及其它方法治疗治愈
后又复发者。
2

治疗方法
患肢屈肘平放于治疗台上，在肱骨外上髁压痛最明显处定

点，以龙胆紫标记。常规消毒后进针刀。刀口线和伸、腕肌纤
维走向平行刺入，针体与肘关节平面垂直，深达骨面后先纵行
上下疏通 2～3 刀，然后横行剥离，刀口紧贴骨突面及骨突内
缘，把痛点下骨突的周边软组织剥开，然后疏通一下伸腕肌，
伸指总肌，旋后肌肌腱，出针后再以 5ml 注射器吸入用 2%利
多卡因 2ml 加强的松龙 12.5mg，从最痛点注入。出针后用纱布
按压 5min，去纱布贴创口贴即可。
3

结

果

3.1 疗效标准[2]
治愈：肘外侧疼痛压痛消失，持物无疼痛，关节功能活动
恢复正常。好转：局部疼痛减轻，压痛不明显，肘部功能改善，
伸肌群抗阻试验阳性。无效：症状无改善。
3.2 治疗结果
治愈 63 例，治愈率 82.9%；好转 10 例，好转率 13.2%；

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6.1%。随访 1 年，复发 5 例，复发率 6.6%。
4

讨

论

肱骨外上髁炎导致疼痛的病理改变[3]主要是伸肌总腱起始
部的变性、损伤，以及经伸肌总腱的血管神经束受压。多因长
期劳累，伸腕肌起点反复受到牵拉刺激引起部分撕裂、渗出、
水肿和慢性炎症，使肌腱腱膜变厚，结缔组织粘连，瘢痕形成。
临床治疗多以镇痛药内服、针灸、局部封闭及物理治疗，一般
短期疗效肯定，但易反复发作，对于复发性肱骨外上髁炎更难
根治。针刀治疗通过对肱骨外上髁附着的桡侧腕伸肌、腕屈肌
肌腱损伤部进行粘连松解，解除血管神经束所收压迫，进而缓
解疼痛。再行局部封闭可缓解疼痛，使局部炎症消除，并防止
粘连和瘢痕的再形成而达到根治目的。本观察结果表明，针刀
加局部封闭对复发性肱骨外上髁炎具有较满意疗效，经随访复
发率较低。且此法具有创伤小、费用低、无明显并发症等优点，
因此，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胥少汀,葛宝丰,徐印坎,等.实用骨科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1446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89-190
[3]郑霞,孔凡茂,徐学荣,等.复发性肱骨外上髁炎骨减压、针刀治疗 53 例[J].
中国保健营养,2012,8(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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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合针灸和单独针灸治疗颈源性头痛
疗效对比观察
Observation on efficacy comparison of treating cervical headache with massage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and simple acupuncture treatment
翁劲松
（福建省老年医院，福建 福州，350003）
中图分类号：R4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35-02

证型：ADI

【摘 要】 目的：对比分析推拿联合针灸与单独针灸治疗颈源性头痛的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2010～2012 年收治的颈源性
头痛患者 12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纯针灸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推拿联合针灸进
行治疗。结果：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为 95.0%，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80.0%，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
结论：针灸结合推拿用于颈源性头痛治疗，疗效确切，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颈源性头痛；推拿；针灸；疗效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assage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and simple acupuncture
on cervical headache. Methods: 120 patients of cervical headache collected from 2010 to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imple acupuncture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assage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5.0%,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0.0%,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Massage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had significant efficacy on treating cervical headache, with high
clinical value.
【Keywords】 Cervical headache; Massage; Acupuncture; Efficacy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19
颈神经受刺激而产生颈源性头痛。颈源性头痛的发病率较
高，且临床表现非常复杂。颈源性头痛一旦发生，将给患者的
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颈源性头痛的有效治疗方

疗效。
1.2.1 对照组
患者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纯针灸治疗。患者处坐

法，一直是神经科医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对 120 例

位或卧位，采用直径 0.3mm、长度 40mm 银针，分别在患者风

颈源性头痛患者分别采用单纯针灸治疗和针灸联合手法推拿

池、风府、完骨（即颈部三穴）和患者患侧玉枕、脑空、颈百

治疗，对比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为临床治疗颈源性头痛提供

劳、列缺、天柱、头维、阿是穴等穴位进针。其中，受风寒患

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者另加大椎穴进针，筋骨劳伤者另加肝俞穴与阳陵穴针刺，气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0～2012 年收治的颈源性头痛患者 120 例作

血瘀滞患者另加膈俞穴和血海针刺。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
1.2.2 观察组
患者治疗方法：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针灸治疗的基础
上，再予以松解手法推拿治疗。针对肌肉、韧带等软组织进行

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数字随机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放松手法，使患者颈肩部肌肉、神经松弛，同时辅以关节调整，

组 60 例。观察组患者中男 17 例，女 43 例，平均年龄（37.5

对骨关节错位的椎间关节进行整复，使之恢复到原来的力学平

±11.5）岁，病程（21.4±6.5）个月，16 例患者的疼痛部位扩

衡。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

展至前额、顳部、顶部；对照组患者中男 18 例，女 42 例，平

1.3 疗效判定标准

均年龄（36.9±10.6）岁，病程（21.5±6.4）个月，18 例患者

患者经 1 个疗程治疗后，对其进行疗效判定。痊愈：头颈

的疼痛部位扩展至前额、顳部、顶部。两组患者在男女性别比、

部疼痛症状完全消失，颈枕肩部的症状与体征亦消失。好转：

平均年龄、平均病程及疼痛部位方面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头颈部疼痛症状有所缓解；无效：头颈部疼痛症状没有缓解。

具有可比性（P<0.05）
。

总有效率＝痊愈率＋有效率。

1.2 方法

1.4 统计学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针灸治疗，观察组患者在针灸治疗的基础
上再予以推拿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经 1 个疗程的治疗后的临床

对文中所得数据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
有效率采用卡方检验，且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362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4

结

果

目前，上午可靠的药物就手术方法治疗该病。中医的部分治疗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为：95.0%，对照组患者的临床
总有效率为：80.0%，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详
细数据见表 1。

组别

痊愈

n

与中医针灸穴位学相结合治疗颈源性头痛，在患者枕项部及头
部操作，通过直接改善头部经络、缓解诸如加重椎动脉供血不
目的。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60

22（36.7） 35（58.3）

对照组

60

15（25.0） 33（55.0） 12（20.0）

本组研究资料中，我们采用针灸联合手法推拿治疗颈源性

总有效率（%）

3（5.0）

*

头痛，与之与单纯的针灸治疗相比，其临床痊愈率及总有效率

80.0

明显提高。说明，针灸联合推拿治疗颈源性头痛不失为一种有

95.0

价值的治疗方法。

注：与对照组相比，*表示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讨

手段被证实对该病有相对可靠的疗效。王丰等[4]将西医解剖学

足的病因，刺激交感神经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缓解颈性头痛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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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以头痛为主要特点，随着病情的发展，疼痛可扩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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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颞部、顶部。颈部肌肉的机械性损伤也会造成该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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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针刀治疗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flexor digitorum stenosis tenosynovitis with
small needle knife
王爱华

雷宁波

（甘肃省中医院，甘肃 兰州，7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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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小针刀治疗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治疗效果。方法：回顾分析了 78 例小针刀治疗的屈指肌腱狭窄性
腱鞘炎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经随访按有关标准评定有效率达 100%。结论：小针刀治疗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效果肯定。
【关键词】 小针刀；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体会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reating flexor digitorum stenosis tenosynovitis with small needle knif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data of 78 flexor digitorum stenosis tenosynovitis patients treated with small needle knife.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standards, the efficiency was 100%. Conclusion: Treating flexor digitorum stenosis tenosynovitis with small needle knife has a
certain effect.
【Keywords】Small needle knife; Flexor digitorum stenosis tenosynovitis;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0
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属祖国医学
“筋痹”
、
“伤筋”等范畴。此病能在任何手指发生，若在拇指
称拇长屈肌腱腱鞘炎，亦叫弹响拇。在其它手指为屈指肌腱腱
鞘炎，称扳机指或弹响指。本病多发拇指，女性多于男性，中
老年较多，也有小儿先天性腱鞘炎者。自 2011 年 5 月～2012

年 8 月，我科采用小针刀治疗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临床效
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临床分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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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一般将此病分为 4 期：I 期，掌横纹附近活动或持物

向两侧的作用。在弹射力最大的部位，鞘管壁增厚，形成韧

时疼痛，活动时手指无弹响；II 期，晨起弹响，活动后消失，

带，起滑车作用。拇指或屈指肌腱在相对较狭窄、无弹性的

病变部位疼痛持续存在；Ⅲ期，活动后疼痛及弹响均不消失，

骨－纤维鞘管内长期、快速、用力的屈伸运动中，与纤维鞘

患指可屈伸；IV 期，患指终日“固定”于伸直或屈曲位，不能

管增厚的环状韧带发生强烈磨擦而形成慢性损伤。屈指肌腱、

屈伸。

腱鞘均受损伤，发生水肿、增生、肉芽组织形成，透明变性、

1.2 一般资料

粘连，腱鞘水肿、增生使骨－纤维鞘管狭窄，压迫水肿、增

2011 年 5 月～2012 年 8 月共治疗患者 78 例，共治 96 指。

生的肌腱，形成葫芦形肿大，阻碍肌腱滑动，肿大的肌腱勉

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66 例；年龄最小 32 岁，最大 68 岁；病

强通过狭窄的腱鞘时，即发生弹拨动作及响声。当肿大的屈

程最短 3 个月，最长 3.5 年。拇指发病 69 例（其中左侧 18 例，

指肌腱不能通过狭窄腱鞘时，则手指不能屈伸，这种现象称

右侧 48 例，双侧同病 3 例）
，9 例为除小拇指外，食中无名三

为闭锁。屈指肌腱鞘炎发病率高，但因其不会引起严重后果，

指单指或二指三指同时发病，共 24 指。治疗病例均达Ⅲ、Ⅳ

往往不被医生甚至患者重视，但长期疼痛或绞锁，对患者的

期，所有病例均为门诊患者。

生活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2

治

疗

2.1 定点
在患指腱鞘入口处，拇指在掌侧指横纹处可触及到一痛性

4.2 针刀治疗机理
直接切开因慢性炎症刺激而增生肥厚、狭窄、嵌顿的腱
鞘滑车，从而解除对肌腱的粘连束缚，此为小针刀治疗狭窄
性腱鞘炎的主要机理 [2] 。治疗时将患指伸展固定，在硬结的

结节，用棉签尾端做一压痕标记。

近端，手指掌面的中央进针。针刀垂直刺入皮肤及皮下，使

2.2 消毒、麻醉

针刀抵住指屈肌腱鞘表面，不要深达骨面。切割时沿肌腱走

严格无菌操防止感染。用碘伏手术野皮肤消毒，铺无菌巾

行方向纵向由近向远端操作，同时可感到针刀尖有“咔咔”

单，戴无菌手套。用 0.5%利多卡因 2～3ml 局部退出式皮肤浸

声响及明显的切割阻力感，切至阻力感消失，患指屈伸活动

润麻醉。

自如，弹响和“板机指”消失即为松解成功。注意不要做横

2.3 操作

向切割及铲拨，也不要在肿大的硬结上切割以免损伤肌腱及

根据病情及手术部位选择合适的小针刀。刺开皮肤进入狭

神经血管。因此定点准确与否直接关系松解是否完全，大量

窄部位后松解环状韧带，同时注意避开神经及血管，松解后嘱

研究及标本测量证实，指屈指肌腱鞘第一环状韧带（腱鞘滑

患者屈伸患指，弹响声消失，患指屈伸自如，此时患指环状韧

车）近侧缘的定位、小指位于远侧掌横纹，食指位于近侧掌

带已经充分松解。拔针后局部按压 5～6min，然后用无菌干纱

模纹，中指位于两模纹之间，拇指位于远侧掌横纹，拇指位

布覆盖切口，包扎。

于掌指屈纹线上 [3] 。这一体表定位方法可为临床针刀切割腱

3

治疗结果

鞘的近端界限提供参考。
笔者认为采用小针刀治疗的方法，可以克服手术松解创伤

3.1 疗效标准
治愈：手指掌侧无肿痛、压痛、弹响、活动自如；好转：
掌侧有轻微疼痛及压痛，无弹响，活动自如；无效：弹响、疼
痛无改善。

大及药物外用治疗疗程长的缺点，也可以避免局部封闭的易复
发性。操作简单，无需特殊设施和器械，术后当即就可活动，
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效果满意，是治疗指屈肌腱狭窄性键鞘炎
较为理想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3.2 结果
本组 96 指，术后随访 1～6 个月，一次性治愈 90 指，好
转 6 指，无效 0 指，有效率 100%，未出现神经损伤等并发症。
4

体

会

4.1 发病原因
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确切病因尚不明确，但其常因慢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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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杂志,2011,27(1):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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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如手指长期用力活动、快速活动等等，常见于手工业劳
动者及家庭妇女，现在由于手机、电脑的快速发展，其发生成
倍增加。
肌腱跨越关节的部位，都有骨纤维鞘管。鞘管内层为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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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风湿骨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膜，外层为纤维鞘，两侧附着于骨，形成骨－纤维鞘管，手
指屈伸时肌腱在鞘管内滑动，鞘管有防止肌腱向外弹射及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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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火针治疗肱骨外上髁炎 38 例
Treating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with fire acupuncture need
高艳红
（云南省德宏州医疗集团，云南 潞西，678400）
中图分类号：R441.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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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毫火针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临床效果。方法：38 例肱骨外上髁患者采取毫火针治疗。留针 30min，
隔日 1 次，5 次为 1 个疗程。结果：24 例治愈，占 64%；12 例好转，占 13%；2 例无效，占 5%。总有效率为 95%。结论：此法
操作简便，起效快，易于掌握，治愈率高，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毫针；肱骨外上髁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ire acupuncture need on treating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Methods:
38 cases of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were treated by fire acupuncture need. Results: 24 cases were cured, occupying 64%, 12 cases
were improved, occupying 13%, 2 cases were invalid, occupying 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5%. Conclusion: Fire acupuncture need
treatment was effective and safe on treating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Fire acupuncture need;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1
肱骨外上髁炎又名网球肘，多由于前臂伸肌腱反复微小损

3

伤，撕裂所致，表现为肘后外侧酸痛，在旋转屈腕时加重，或

治疗效果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疗效评定：治愈：肘

伴有沿着伸腕肌向下放射感。近两年来，笔者对 38 例肱骨外

部疼痛消失，前臂伸肌紧张试验阴性，计 24 例，占 64%；好

上髁炎进行毫火针治疗，现报道如下。

转：肘部疼痛明显改善，前臂伸肌紧张试验阴性或弱阳性，计

1

一般资料

12 例，占 13%；无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改善，计 2 例，占
5%。总有效率为 95%。

肱骨外上髁患者 38 例，均来自 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
我院针灸推拿门诊，其中男 16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 38.5

4

体

会

岁，病程最短 3d，最长 16 个月，其中复发 8 例，均有明显的

肱骨外上髁炎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前臂伸肌群旋转功能

肘外侧疼痛，肱骨外上髁压痛敏感，伴有握物无力，前臂伸肌

的急慢性损伤和肱骨外上髁肌群附着处局部变性、机化、粘连

紧张试验阳性。

等，形成无菌性炎性反应，卡压微血管及神径末梢诱发本病。

2

治疗方法

2.1 取穴

因卡压引起局部代谢紊乱，代谢产物刺激局部组织，加剧疼痛，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其病理变化有伸肌总腱的撕裂、疤痕形成，
伸肌总腱下滑囊炎、肱骨外髁骨膜炎、骨炎、肱桡关节滑膜皱

以“以痛为腧”及“循经选穴”为原则，主穴为患者痛

襞增生、肥厚，血管神经束筋膜嵌顿以及环状韧带变性等。中

点，并以痛点为中心在其上下方，左右两侧旁开 0.5cm 选 1 个

医则认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其基本机制，为局部气

穴位（共 5 穴）
，配穴为患侧曲池，外关及合谷。

血不畅，血不荣筋，筋失濡养，致筋弱易伤而发病。毫火针在

2.2 操作方法
主穴用 0.35mm×40mm 毫火针，嘱患者坐姿，肘关节屈
位，肱骨外上髁朝上，以便肱桡肌和伸腕长肌肌腹前移而裸露，
易于寻找压痛点。医者用指尖在肱骨外上髁外寻找压痛点，做
好标记，严格消毒后，左手端持着酒精灯，酒精灯尽可能移近

火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属中医微创医学，是针灸创新的特色
疗法，火针唯其热量才是刺激穴位的本质，毫火针是以针身为
热能的载体，将火的能量直接送入穴内。“气得热而散，血得
热而行”，“气滞血淤，得热而解”。毫火针烧针是在针体上
蓄积最大的热量，刺针是向穴内输送最多的热能，达到“以火
之力”、“粹通经络”推动气血，使之“通则不痛”，除却疾

压痛点，右手烧针当以烧针尖，尖红身自红，不必上下移动，

病。配合 TDP 照射，可使局部皮肤温度升高，加速血液循环，

毫火针纤细，沾火即红，见红刺之即可，烧针时令针尖垂下，

加快代谢物和病理产物的清除，促进局部渗出物的吸收，使细

针尖指向病灶，以腕部最小的转动顺势进针，以缩短针体散失

胞活化旺盛，代谢加强，神经肌肉接头处的兴奋性提高，从而

热量的时间，避免针体火力的损失，配穴用 0.30mm×40mm 的

使损伤的肌肉和神经得到最大的恢复。此法操作简便，起效快，

一次性针灸针快速进针，直刺 20～30mm，用快速提插的方法

易于掌握，治愈率高，值得临床推广。

令其得气。留针 30min，隔日 1 次，5 次为 1 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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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针灸按摩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疗效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on
treating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向 虎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广东 广州，511400）
中图分类号：R25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39-02

【摘 要】 目的：探讨针灸按摩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疗效。方法：选 82 例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研究组实施针刺按摩疗法，对照组只使用针刺治疗。结果：研究组 21 例患者显效；19 例有效；1 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97.6%。对
照组 14 例患者显效；17 例有效；10 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75.6%。两组进行比较，其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针灸
按摩配合治疗效果要优于单纯针灸治疗，临床效果显著。
【关键词】 针灸；慢性疲劳综合征；按摩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on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Methods: 82 patients

of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nly acupuncture therapy.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21 cases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19 cases were effective, 1 case was invali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7.6%. In the control group, 14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17cases were effective, 10 cases were invali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75.6%.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had better clinical effect than simpl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rapy.
【Keywords】 Acupuncture;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Mass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2
慢性疲劳综合征主要症状为极度疲劳且持续超过半年，病

研究组实施针灸按摩方法治疗。主要针灸穴位有内关、神

情缓慢、反复发作。患者表现主要有神经、心血管、骨骼肌三

门、关元、三阴交、足三里。平补平泻，10min 行针 1 次，留

大系统出现疲劳，卧床休息亦没有缓解此类疲劳感，有的会因

针 30min。按摩法主要是补，治疗时需顺经模揉。3 次/周，1

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加重病情，活动能力明显降低；有的

疗程 1 个月，持续 2 个疗程后，观察其治疗效果。

患者还会出现头晕目眩、轻度发热、咽痛不适、肌肉疼痛，失
[1]

头部按摩方法：仰卧，医者站于患者头前方。用双手拇指

眠健忘、心悸焦虑、精神抑郁、情绪不稳等非特异性表现 。本

分推 10 次额纹，太阳膀胱经攒竹、手少阳三焦经丝竹空、足

文选取 82 例患者进行分析对比，治疗效果明显，现报告如下。

少阳胆经瞳子髂等主要穴位各揉按 20～30 次；按揉太阳穴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30 次：依从按摩足少阳胆、风池穴百会等穴，各 3～6 次
等。且按照按摩治疗方法进行腰背部步按摩和臀部、大腿后、
外侧部按摩。

选取我院 2011 年 11 月 1 日～2012 年 11 月 30 日 82 例慢
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41 例。男 56

对照组只使用针灸法进行治疗，方法如上所述。
1.3 疗效标准[2]

例，女 26 例，年龄 23～60 岁，病程 6 个月～11 年。两组患者

①显效：临床主要症状和其他兼症完全消除或是消失程

在性别、年龄、病程方面的差异都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

度>2/3；②有效：临床主要症状和其他兼症消除>1/3；③无效：

能够进行比较。

临床主要症状和兼症消除<1/3 或没有得到改善。

患者以 1987 年 3 月美国 CDC 组织制订的 CFS 作为诊断标

1.4 统计学处理

准。主要表现症状为：>6 个月一直感到疲乏无力。有的患者患

本次研究患者资料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

有头晕沉重，记忆力衰退，精神亦分散；失眠多梦，睡后更疲
劳；心慌心悸，胸闷憋气；容易紧张冲动，烦躁不安，过度恐
惧，易悲伤；头痛发热，关节肌肉疼痛，淋巴结肿大；腹胀，

2

结

果

两组患者进行临床效果比较，如下表 1 所示。研究组患者

抵抗力下降，易感冒发炎、尿易路感染等。本文选取研究对象

总有效率 97.6%比对照组 75.6%，效果更明显，其差异存在统

在具备主症以外，同时有上面所述 3 条以上症状。

计学意义（P<0.05）
，针灸按摩治疗比单纯针灸临床效果显著。
（下转 41 页）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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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脊松筋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87 例
Orthopaedicspinal and tendon-relaxing massage on treating 187 cases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陈建彬
（福建龙岩市中医院，福建 龙岩，364000）
中图分类号：R323.4+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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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整脊松筋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方法：187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分为治疗组 95 例和对
照组 92 例，治疗组采用整脊松筋手法治疗，对照组采用传统推拿治疗。结果：治疗 20d 后, 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临床疗效比
较，显示治疗组效果要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整脊松筋手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有明显促进作用。
【关键词】 整脊松筋手法；手法；腰椎间盘突出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orthopaedicspinal and tendon-relaxing massage on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Methods: 187 patients with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95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92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orthopaedicspinal and tendon-relaxing massage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traditional massage therapy. Results: 20 days after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showed better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orthopaedicspinal and tendon-relaxing massage played an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symptoms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Keywords】 Orthopaedicspinal and tendon-relaxing massage; Manuduction;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3
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

狭窄或有较大的骨赘等；有椎间盘突出但临床症状不明显者。

率逐年升高，并向年轻化、低龄化发展，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

1.4 治疗方法

质量，是康复科的常见病。笔者在 2008～2012 年间，应用整

1.4.1 治疗组

脊松筋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获得较满意疗效，现总结报

1

采用整脊松筋手法，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1.4.1.1 整脊手法

告如下。

患者俯卧，医者在患侧腰臀及下肢采用较轻的扌袞、按、

资料与方法

揉、拿等手法进行放松，手法要求柔和、连贯、渗透，对筋结

1.1 一般资料

点、痛点着重治疗，时间约 5min。应用侧卧定点斜搬法，患者

选取 2008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门诊及住院腰椎间盘

保持正确体位，进行复位，该复位法适用于腰椎后关节旋转错

突出症患者 187 例，其中男性 78 例，女性 109 例；年龄 20～

位，并排除腰椎滑脱的患者。俯卧双手间接冲压法[3]：患者保

71 岁，平均 46 岁；病程 15d～5 年；随机分为整脊松筋手法组

持正确体位实施复位，该复位法适用于腰椎生理前曲过大，腰

（治疗组）和传统推拿组（对照组）
。治疗组 95 例，其中男 38

椎前滑脱的患者。

例，女 57 例；年龄 20～70 岁；平均 40 岁，病程最短 1d，最

1.4.1.2 松筋手法

长 5 年，平均 6 个月。对照组 92 例，男 40 例，女 52 例；年

直腿抬高法：患者仰卧位，术者一手扶住患者膝部，另手

龄 21～71 岁，平均 41 岁；病程最短 2d，最长 3 年，平均 5

握住足踝部，进行缓慢直腿抬高，牵张下肢后侧筋脉，以患者

个月。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

耐受为度，抬高维持约 5～10s 后放下，双下肢各重复 3～5 次。

异（P>0.05）
，具有可比性。

搬腿压髋法：患者俯卧双下肢伸直，术者单腿站于床旁，另腿

1.2 诊断标准

屈髋屈膝放于患者双腿间，一手抬起患者对侧下肢膝部固定于

所有患者都符合 199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

术者膝上，另手肘部按压患者髋后部，缓慢用力下压，牵张大

病证诊断疗效标准》，X 线摄片检查示脊柱侧弯，腰生理前凸

腿前侧筋脉，维持约 5～10s 后放下，双下肢各重复 3～5 次。

消失，相邻边缘有骨赘增生。CT、MRI 检查可显示椎间盘突

循经点按法：用肘尖点按肾俞、志室、腰阳关、大肠俞、腰眼、

[1]

出的部位及程度 。

委中、承山及阿是穴。

1.3 排除标准

1.4.2 对照组

严重骨质疏松及合并有严重心脑血管或肝肾等疾病危及

采用传统推拿手法。患者俯卧位或侧卧位，医者站其旁，

生命，以及意识不清者；合并严重感染；妇女妊娠期；腰椎结

操作步骤：用扌袞、按、揉法推拿督脉和足太阳膀胱 2～3 遍；

核、肿瘤患者；合并腰椎滑脱或椎体压缩性骨折及伴严重椎管

点按肾俞、志室、腰阳关、大肠俞、腰眼、八髎、委中、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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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穴；采用常规斜扳法进行复位[2]。

1.6 统计学处理

以上两组均配合中药身痛逐瘀汤加减治疗，10 次为 1 个疗

所有数据都使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应用 t 进行检验，

程，2～3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P<0.05 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1.5 疗效标准

2

①治愈：腰腿痛症状消失，直腿抬高试验阴性，功能恢复

结

果

如下表 1 所示，治疗组总有效率，对照组总有效率，经统

正常；②显效：腰腿痛症状基本消失，直腿抬高试验接近 70b，
基本恢复工作；③有效：症状部分消失，活动轻度受限，可做

计学处理，P<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说明整脊松筋手法组

较多的工作；④无效：治疗后没有减轻症状或加重。

疗效优于传统推拿组。

表 1 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3

讨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95

36

42

13

4

95.8

对照组

92

27

29

26

10

89.1

论

盘内的压力，有效缓解背部肌肉的痉挛，恢复神经根正常生理

西医腰椎、椎间盘退变及机械压迫神经学说是目前人们对
其的普遍认识，但并不能圆满解释该病的发病机制，而且经手
术治疗后出现腰椎手术失败综合征（FBSS）高达约 30%的事

功能，减轻或消除症状。笔者采用整脊松筋手法，方法简单，
易于操作，治疗效果满意，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
参考文献：

[3]

实 ，也反映出其不足。所以，保守治疗成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的首选治疗方案。其中中医手法治疗以其见效快，副作用少而
被患者广泛接受。中医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是经络损伤、
气滞血瘀、骨错缝、筋出槽，气血阻于腰间，不通则痛，造成
气血凝滞，脉络不通。手法治疗通过扳牵、旋转，使椎间关节
产生屈曲、扭转、椎间盘滑动挤压，促使突出物发生移位及形
态变化或还纳，或突出髓核破碎或突出髓核组织游离，改变与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86
[2]张启富.腰椎间盘突出症非手术治疗综述[J].颈腰痛杂志,2008,29(5):477480
[3]彭美玉,张俐.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进展[J].江西中医药,2008,
39(306):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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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n，%）

3

讨

组别

n

显效

有效

研究组

41

21

对照组

41

14

论

伴随现代医学模式发展，健康新性逐渐形成，而亚健康
状态也被人们所关注，亚健康状态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被
称为“第三状态”，而慢性疲劳综合征则被视为亚健康状态重
要构成部分，对人类健康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选择．西医
理论在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中，病发原因和机理以及发病机
制并没有非常清楚，通常认为其和细菌感染、睡眠状态、精
神应激、遗传效果等因索有关，上述因素的非正常化容易导
致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发生改变，
《黄帝内经》当中“倦”、
“堕”、
“困薄”、
“体解”和《金匾要略》当中意欲食不能食，

无效

总有效率

19

1

97.6

17

10

75.6

够安神定志，维持心律正常化；内关，手厥阴络，能够通阴
维脉，此穴可以使胸中气息顺畅，保持心脏安宁并有和胃功
效；关元，足三阴经和任脉交叉构成的穴点，是元气所系，
对其针灸既有补阳益气，也有补充三阴经气的效果。足三里，
针灸此穴能够健脾益气、防止疲劳过度。这些穴位再按照一
定进行手法，按照经络加以按摩，能够调节经其补充元气，
补肾止痛，消除疲劳，增加睡眠质量 [3] 。针灸按摩并用具有
调节内在脏器功能，改善免疫力等作用，治疗效果明显。
参考文献：
[1]谭涛,孙庆,周翔.腹部推拿配合针刺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42 例临床观察[J].

欲卧但不可卧等，都是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临床表现症状。按
照患者具体临床表现，在中医学理论中同属于“虚劳”范畴。

按摩与康复医学(中旬刊).2011,2(11):39-40

发病机因大多为过度劳累和思虑等，因为被内外因所困，导
致患者出现体内脏器发生气血不足、血脉不畅的情况，有的

2005,23(2):349

还会造成气滞血瘀症状。治疗方法大多针灸神门、内关、关
元、足三里、三阴交等穴。治疗时平补平泻，并使用顺经按

刊),2011,2(2):182-183

摩法相互配合，可以滋补脾胃，有益心肾功能，调节气血运
行，消除疲劳等。神门，手之少阴，用“输”代替“原”能

[2]鄂建设,文碧玲.针灸按摩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疗效观察[J].中医药学刊,
[3]彭华容.针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疗效观察[J].按摩与康复医学(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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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辨证治疗原发性痛经的疗效观察
Cinical obsevvation on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 with acupuncture
李华新
（湖北省红安县中医院，湖北

红安，438400）

中图分类号：R271.11+3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42-01
【摘 要】 目的：针灸辨证治疗原发性痛经的疗效观察。方法：采用针灸治疗 36 例进行观察。结果：有效率 94.4%。结论：
针灸辨证治疗原发性痛经有确切疗效。
【关键词】 针灸；辨证治疗；原发性痛经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n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l. Methods: 36 cases of primary dysmenorrheal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4.4%. Conclus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l.
【Keyword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Primary dysmenorrhe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4
痛经是妇科常见病。临床表现以阵发性小腹绞痛为主，或

1 针，深 1.5 寸，取 10～20cm 长的艾段，套在针柄上点燃，1

痛引腰骶、重者可出现脸色发白、出冷汗、全身乏力、四肢厥
冷乃至晕厥等，以致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给妇女带来极大痛

次/d，每次在每根针上连用 2～3 个艾段，3 次为 1 个疗程，痊
愈后为巩固疗效，分别在两个月经周期治疗 1～2 次即可。气

苦。原发性痛经指生殖器官无明显器质性病变的月经疼痛，又
称功能性痛经。常发生在月经初潮后不久，多见于未婚或未孕

血虚弱型，选取肾俞、足三里用补法针刺。

妇女，经生育后痛经缓解或消失。该病属于祖国医学“痛经”、
“经行腹痛”范畴。痛经治疗原则以通调气血为主，然而病因
不同，证有虚实，治法各异，近年来，针灸治疗原发性痛经获
得了效果，我们通过数十例患者的观察，证实针灸对重度及中
度疼痛者，有明显止痛作用。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原发性痛经 36 例，选择 2008 年 5 月～2010 年 7 月在
我科就诊患者，年龄最大 30 岁，最小 16 岁，病程最长者 5 年，
最短半年。
1.2 辨证分型
①气滞血淤型月经期小腹胀痛拒按，经量少或行经不畅，
经色紫黯有块，血块排出后痛减，常伴胸胁、乳房肿胀，舌紫
黯或有瘀点，脉弦。②湿热下注型经期或经前小腹胀痛、拒按，
有灼热感，或伴腰骶胀痛、经色黯红、质稠有块，平时或有带
下黄稠、小便短黄、舌红黄而腻、脉弦数或滑数。③寒湿凝滞
型经前或经期小腹冷痛、得热后痛减、按之痛甚，经量少、经
色黯红不鲜且有瘀块，或如黑豆汁，舌边紫、苔白腻、脉象沉
紧。④阳虚内寒型经期或经后小腹冷痛，喜按、得热则舒、经
量少、经色黯淡、畏寒肢冷、腰腿酸软、小便清长、舌苔白润、
脉沉。⑤气血虚弱型经期小腹隐隐作痛、喜揉按、经量少、色
淡质黄，或神疲乏力，面色苍白或萎黄、舌质淡、脉细弱。

2

疗效标准与结果

2.1 疗效标准
痊愈：经期腹痛及其他症状消失，连续３个月经周期以上
未见复发；显效：腹痛及其他症状 明显减轻；有效：腹痛 减
轻，其他症状好转；无效：腹痛及其他症状未见改善。
2.2 结果
痊愈 25 例，占 69.4%，显效 5 例，占 13.9%，有效 4 例，
占 11.1%，无效 2 例，占 5.6%，总有效率占 94.4%。
3 讨 论
中医认为，痛经的病因主要有外感寒热湿等邪气所致气滞
血瘀；内伤七情、久病失养导致气血亏虚两种。
《内经•举痛论》
在论述疼痛的病因病机时列举十三种疼痛。其中寒气客于脉中
或脉外，导致经脉挛缩，气血运行不畅而致疼痛列为诸痛之首。
后代医家对疼痛进行深入研究，在内经寒凝气滞血瘀，导致不
痛则痛的基础上，提出了气血亏虚也是痛经发病的病因之一。
中医认为原发性痛经发生的病因病机不外因实“不通则痛”和
因虚“不荣则痛”，病位在子宫、冲任。中医对痛经的治疗原
则以调理气血冲任为主，治疗方法有中药治疗、针灸推拿、中
药灌肠、食疗等。近代医家对本病不断探索，标本同治，疗效
突出，充分发挥了中医治疗此症的优越性，针灸治疗痛经是中
医的特色疗法，能够即刻缓解疼痛，而且能预防痛经的发生，
疗效可靠，方法简便，为大多数女性所接受这治疗。
综合上述临床观察我们认为，针灸治疗痛经不但止痛迅

1.3 治疗方法
主穴：关元、三阴交（双侧）。气滞血淤型：选取气海、

速，疗效巩固，而且避免了药物治疗、尤其是激素类药物等给

中极、带脉使用泻法针刺。湿热下注型：选取气海、天枢、足
三里用泻法针刺。亦可用三棱针点刺以上诸穴，加拔罐治疗。

用，对疼痛、炎症等有显著疗效。如用循经感传法治疗痛经，

寒湿凝滞型：选取合谷、肾俞。关元可加灸。阳虚内寒型：采
取温针治疗：关元穴，用毫针直刺入 1.5 寸深，得气后用提插、

取得了较大进展，因此我们认为针灸治疗痛经有着独特的优势

捻转手法强刺激。以关元穴为中心点，上下左右 1 寸处，各刺

病人带来的副作用。循经感传、气至病所对机体有双向调节作
取得了显著效果针灸治疗痛经无论在治疗方法和疗效方面都
与疗效应该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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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刺法中药离子导入治疗肩周炎的临床验案
Clinical proved case of treating frozen shoulder with
triple puncture Chinese medicine iontophoresis
王东岩 1 宋士英 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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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了临床验案一则，分析齐刺法中药离子导入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临床上可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肩周炎；齐刺法；中药离子导入；医案
【Abstract】 A clinically proven case was select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iple puncture Chinese medicine
iontophoresis on treating frozen shoulder.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Keywords】 Frozen shoulder; Triple puncture; Chinese medicine iontophoresis; Medical c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5
1

案

例

患者甲，男，58 岁，2012 年 6 月来诊，因“右肩部疼痛
不能抬举 2 月余”就诊。2 个月前因常年在田地里劳作受累，
致右肩部关节劳损，出现肩部疼痛，关节活动受限，不能做上
举，外展及背手动作，动则痛甚，难以忍受，卧床后不能自主
翻身，以持续性钝痛为主，期间未予任何处置，病情恶化，疼
痛逐渐加重，自行局部药物敷贴，口服活血止痛类中药（具体
用药不详）
，症状时好时坏，近 1 个月到当地医院就诊，肩关
节 X 线平片显示为肩部骨质疏松，钙化征，肩关节镜检查示关
节囊缩小，关节滑膜与肱骨头之间有粘连，诊断为肩关节粘连，

关节活动基本正常。
2

按

语

肩周炎在临床上比较常见，临床表现为起病缓慢，病程较
长，病程一般在 1 年以内，较长者可达到 1～2 年。发病年龄
大多 40 岁以上，且多见于体力劳动者。由于 50 岁左右的人易
患此病，所以本病又称为五十肩。肩周炎祖国医学称之为“漏
肩风”
、
“冻结肩”、
“五十肩”等，患有肩周炎的患者，自觉有
冷气进入肩部，也有患者感觉有凉气从肩关节内部向外冒出，
其病变特点是广泛，即疼痛广泛、功能受限广泛、压痛广泛。
肩周炎按形成原因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有内、外两个因素及

给予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现肩关节活动明显受限，关节活动

局部和其它因素。但本病病因多为长期过度活动，姿势不良等

范围小，肩部痛剧，伴有头晕，失眠，腰痛，神情倦怠，面色

所产生的慢性致伤力是主要的激发因。中医针灸针对这一病因

萎黄，目无光彩，遂来就诊。查体见：主动活动受限，上举，

对肩周炎的治疗有独到之处。特别是采用齐刺法结合中药离子

外展及内旋等动作范围小，被动活动患肢疼痛不可忍受，局部

导入的方法效果佳。齐刺作为针刺方法之一，选取痛点即阿是

压痛点明显，舌质暗红，舌苔黄腻，脉弦有力。选用 28 号 1.5

学或有压痛点的腧穴用齐刺法更能突出治疗优势，以往单针刺

寸毫针，在疼痛区域或疼痛放射线上选取 2～4 个压痛较明显

法只能在病灶局部一点起作用，而齐刺可使针刺范围大、距离

的腧穴或痛点，皮肤常规消毒，在痛点或腧穴中心直刺一针，

长，能使所有病灶贯通，较大限度地改善病变部位血液循环状

进针至适当深度，待得气后，再与两旁 0.5～1cm 处斜向中心

况，有利于局部新陈代谢和致痛物质的清除。齐刺属于局部多

各刺一针，这三针并列，用英迪 KWD-808（II）电麻仪 1-2 组

针聚刺法，局部采用多针聚刺法，数针相互协同，可增加针感，

输出线连接到针柄上，用疏密波，刺激量以出现肌肉跳动且患

从而加强了运行气血、疏通经络、散寒止痛的功能，以达到通

者耐受为度，治疗时间为 20min，休息片刻后用离子导入仪治

则不痛的目的。电针具有解痉、消炎、改善循环的作用，电针

疗，采用北京御健康复医疗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MT-2 多功能

齐刺可起到通经活络、舒筋止痛的治疗效果。中药离子导入，

调制中频治疗仪，中药自拟方为：川乌、草乌、补骨脂、乳香、

起到良好的镇痛作用多次治疗后还通过轴突反射兴奋扩张血

没药、透骨草、红花、当归、冰片、樟脑、威灵仙、白芥子、

管神经，从而改善缺血、减轻酸中毒、加强致痛物质和有害病

细辛、羌活、独活、秦艽、桃仁、桂枝等将其煎为药液。药垫

理产物的排出、减轻组织间和神经纤维间的水肿和张力以及改

用 5 层纱布块制成，把纱布折成长 5cm 宽 5cm，将纱布放入药

善营养代谢和免疫功能产生镇痛作用。以上方法都可以针对病

液中，让纱布充分吸收药液，然后将纱布用手轻微拧一下，药

因进行治疗，临床上可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液不流出即可，将纱布分别放置在 2 个电极片上，2 个电极片
分别放在药垫上固定，置于肩部疼痛的部位，调整处方为 12
（镇痛）
，红外线 40℃～45℃。频率 50～100 次/s 以病人有舒
适的温热、麻刺感为宜。治疗时间为 20min，1 星期后，患者
疼痛明显减轻，能做抬手动作，治疗 1 个月后，疼痛消失，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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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经丸对于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治疗的探讨
Discussing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PMOP with Yanjing pill
翟健宇 牟慧琴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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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诱发因素很多，主要有种族及遗传因素、绝经后雌激素降低、营养因素、运动因素、不良生
活习惯等，但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绝经后雌激素降低这个因素。我的导师牟慧琴教授根据多年临床实践经验，研究出了一组经验方
—延经丸，不但能调节患者体内的内分泌激素和性激素，镇静催眠的作用，而且对于防治女性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效果十分显著。
本文重点从基础理论、组方分析、预防与治疗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 骨质疏松症；性激素；内分泌；延经丸；平衡点
【Abstract】 Many different factors could induce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was the depression of
estrogen post-menopause. After years of clinical practice, professor MOU Huiqin develops an empirical formula that is Yanjing pill to
regulate the contents of internal hormone and gonadal hormone and prevent and cure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In this article, the
rational, prescription analy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re discussed.
【Keywords】 Osteoporosis; Gonadal hormone; Endocrine; Yanjing pill; Balance poi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6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PMOP）

致骨质疏松。绝经后的妇女内脏器官开始逐渐衰弱，脾胃功能

是指主要由绝经引起的骨质疏松症。在内分泌疾病中属于较为

开始出现不足的现象，脾主运化、统血、主肌肉及四肢，为气

复杂的一种，其特点具有病因复杂、病程长、病情迁延、预后

血生化之源，若脾胃运化受碍，气血乏源，血不化精，脾健失

差、常伴有骨折等严重并发症。它与卵巢合成激素的降低有关，

运，水谷精微不足，不能充分滋养先天之精，因而骨因精微不

其特征是全身性的骨量减少及骨组织微结构改变，以致骨脆性

足无法灌溉，血虚无法营养，气虚则不能充达，无以生髓养骨，

增高，易于骨折。与增龄性骨质疏松不同的是，骨松质的变化

因而导致骨质疏松症。若脾胃虚弱，不仅影响胃肠对钙磷等营

显著，常见脊柱骨折及腕部骨折，而 65 岁以后，髋骨骨折见

养物质的吸收，而且还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利用，使骨盐沉积减

增多，70 岁以上女性，骨质疏松症则既有绝经因素，又有增龄

少，骨矿物含量下降，和峰值骨量相做比较，当峰值骨密度丢

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中国人口趋于老龄化，绝经后妇

失达到 25%或以上可以诊断为骨质疏松症。

女骨质疏松症已成为临床常见病，占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大多

1.2.2 淤血阻络对绝经后骨质疏松发展起促进作用

数，已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也是一个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有待进一步加强预防与治疗研究。
1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发病因素和机理

1.1 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病的因素

罗东逸在《名医汇粹》中引何伯斋说：“女子以血为主，
女子以肝为先天”肝属藏血之脏，司血海，主筋，主疏泄。肾
精化元气，血液的运行有赖于元气的推动，肾精不足，无源化
气，血行无力，导致血瘀；脾主气，脾虚则气生化乏源而致气
虚，气虚不足以推血，则血必有瘀；或因脾虚统摄失职，血不

PMOP 属 I 型原发性骨质疏松，其发病有很多的因素如种

循经，妄行脉外亦可成瘀。以上均可在肾虚和脾虚的基础上产

族及遗传因素、绝经后雌激素降低、营养因素、运动因素、不

生血瘀，继而形成脏虚络痹之症。现代研究表明血瘀在衰老过

良生活习惯等，但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绝经后雌激素降低这个因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认为肾虚是衰老的主要机理，而血瘀则加

素。

速了这一过程。中医理论认为瘀不去则新不生。因此，血瘀即

1.2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理

可由脾肾虚衰引起，又可导致肾虚、脾虚加重，因此血瘀也是

1.2.1 脾弱肾虚是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本质所在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重要的病理变化，并起促进作用。

中医学并无骨质疏松症这一病名，但关于此病之症状及发

肾虚与性激素和内分泌的关系

病机理与骨萎、骨痹、虚劳等论述却有相似之处。
《医精经义》

2

日：“肾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肾之所主也；髓者，

2.1 肾虚可导致性激素水平下降

肾精所生，精足则髓足，髓足者则骨强。”《素问•逆调论篇》：

从性别分阴阳，男（雄）属阳，女（雌）属阴。因此，人

“肾不生，则髓不能满；肾气热则腰脊不举，……水不胜火，

体内睾酮的水平属肾阳，而雌激素水平属阴。而在同一轴内，

骨枯而髓虚，足不任身”；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妇

下丘脑-垂体促性腺功能属阳，而性激素功能属阴。女性若下丘

女七七之年天癸竭，人体逐渐衰老则肾气虚衰，肾中精气不足

脑-垂体功能减退，也常表现为虚证。而因卵巢功能减退，雌激

则骨髓生化无源，骨得不到骨髓的滋养，不能营养骨骼导致脾

素水平下降，引起垂体促性腺激素水平过高，则多表现为肾阴

失健运，气血生化乏源，骨骼失养，则骨骼脆弱无力，因而导

虚证。性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性激素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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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可以反映出肾的盛衰，性激素水平被作为“肾虚”证的现代

医疗法也有中医疗法，各有利弊。西药治疗的主要手段有减少

指标之一。

骨丢失率法、提高骨峰值法、增加骨量法等，对该病只能起到

2.2 肾虚可导致内分泌失调

改善作用，不能彻底除根。现代中医研究证明中医药治疗绝经

人体五脏六腑是一个宏观的功能概念，各脏腑的功能都与

后骨质疏松症效果十分理想。特别是牟慧琴教授经过多年临床

内分泌功能有着密切关系。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为水火

实践，并按照脏腑辨证这一治疗思路，以阴阳双补、补养肝血、

之脏，肾阴肾阳即元阴元阳；肾者主水，调节人体水液的输布

健脾益气、通经活络为要点，整理形成的经验方—延经丸，从

平衡。这一功能，能直接与内分泌功能有密切关系，肾虚可导

全面调理患者各脏腑器官功能上入手，建立新的内分泌和性激

致内分泌失调。故近代多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研究中医肾的生理

素的平衡点，达到预防与治疗同步提高的目的。经理论探讨与

基础。脾胃为后天之本，主运化，主人体消化吸收与营养物质

实践证明，延经丸是目前防治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有效中

的代谢，这些功能也都受内分泌的调节，消化道激素在消化功

药之一。

能的调节上有重要意义。心的功能与肾的功能有密切联系，也
受内分泌的调节，而心本身也有产生内分泌激素的功能（如心
钠素）。肝主疏泄，体内许多激素的代谢清除多是通过肝脏，

4

预防与调护

4.1 年轻和成年女性预防

肝功能障碍可导致内分泌平衡紊乱。肺主气，肺朝百脉，主皮

平时应注意饮食均衡，不要偏食，尤其要注意钙的摄入；

毛。近代研究也表明，肺不但是一个重要的呼吸器官，同时也

要多注重加强锻炼，不饮酒不吸烟；控制影响钙吸收利用的药

与内分泌功能有密切关系。总之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与内分泌功

物，保证骨量的相对稳定。

能有密切联系。

4.2 绝经后妇女的预防

3

延经丸组方分析和讨论

3.1 组方分析
中药复方延经丸是由熟地、紫河车、红参、阿胶、鹿角霜、
仙灵脾、仙茅、巴戟天、当归、白芍、枸杞子、女贞子白术、

对于没有其他禁忌症的妇女，应提倡早期使用雌激素补充
疗法，减少骨量的丢失，恢复已丢失的骨量。特别推荐较早使
用延经丸进行预防，以减少骨量损失，提前补充丢失的骨量，
维持在正常水平。要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4.3 注重日常保护

山药、薏苡仁、桂枝、生龙牡等几十味中药组成，它是依据女
性围绝经期脾虚肝血不足，继而肾精亏虚而致脏腑功能衰退的
病机特点组方，具有补肾填精、养肝调志、健脾生血之效，临
床应用具有明显的调节女性激素水平，缓解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等围绝经期症状和体征。
牟惠琴教授认为肾虚是骨质疏松发病的关键，脾胃虚弱消

平时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护自己，尽量避免跌倒，降低骨
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要坚持长期治疗和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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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心病学科内涵与外延浅析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CM cardiopathia subject
韩丽华 王振涛 张会超 莫晓飞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R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46-02

【摘 要】 中医心病学科作为内科临床三级学科，科学界定其内涵与外延，有助于准确理解学科建设的内容和科学把握学科
建设方向，将极大的促进中医心病学术发展。
【关键词】 中医心病学科；内涵；外延
【Abstract】 As the three-level subject of internal medicine, to define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CM cardiopathia subject
scientificall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grasp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ubject, which will
promote the subject development.
【Keywords】 TCM cardiopathia subject; Connotation; Exten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7
学科是科学的分支，学科建设是科学发展进步的基础[1]。

病。具体来说心病有 3 个内涵：一是与“心主血脉”功能相关

其本质是学术建设。其目的是使该学科对探索事物发展规律的

的疾病，包括西医的心血管系统疾病；二是与“心主神明”功

研究活动越来越深刻，所概括的知识体系越来越逼近真理，使

能有关的疾病，包括西医的高级神经系统病变及精神疾病；三

[2]

研究人员的水平、能力越来越高强 。厘清学科的内涵和外延，

是心与其他脏腑功能失调的疾病。
“心者，君主之官”
（
《素问•

有助于准确理解学科建设的内容和科学把握学科建设方向，对

灵兰秘典论》
）
，心的功能失调会诱发其他脏腑疾病，包括某些

[3]

于当前高校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医心病学科作为
内科临床三级学科，科学界定其内涵与外延对学科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1

中医心病学科的内涵

口腔病、泌尿生殖系病变等。
中医心病学科是内科临床三级学科，是中医学中专门研究
心与血脉相关病证的临床学科。其研究以心脏为中心，以心主
血脉、心主神明为理论基点，联系心之外窍、外合，涵盖心、
心包络、小肠及相关脏腑、经络、舌、脉的临床病证及其辨证

中医心病学科所涵盖的病名虽具特色，但缺乏优势。由于

论治等内容。研究心与血脉疾病的概念、发病、病因、病机、

病名内涵上的模糊和外延上的无限，造成命名的笼统和多义，

分类、诊断、治疗、预防、护理等的基础理论及临床实践的一

常常难以确定，界限不准，给临证、科研、教学以及行业间的

门学科。是运用中医药理论阐述心系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规

交流带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对病名的定义及内容特点

律，揭示心病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它以

进行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中医心病学的命名定义应当是中医

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病理生理学说为指导，系统地反映中

“心主血脉、司神明，开窍于舌”，与其它脏腑关联三个功能

医心系病证的辨证论治特点，是中医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各种病证。其基本概念应当是心系病证的病名沿革，病因病

是内科理论体系研究的延续和深化。

机，诊断鉴别、辨证论治、转归预后、护理康复，保健预防的

中医心病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心的生理特点及心病的发

各种诊疗措施。其内容特点应当是以心病为中心联系脏腑经络

生发展规律；对中医心病的理论和诊治经验加以系统整理，发

以及精神活动的病证和从心论治而奏效的各类病证[4]。

掘和继承历代医家有关中医心病诊治的科学内涵；应用现代科

中医心病学的心是指中医概念的心，其包括的范围不单单
是西医的心血管疾病，更包括与中医概念的心相关的一系列疾

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对心病进行科学研究，以促进中
医心病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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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展过程中，中医心病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中医心病学科的外延
中医心病学隶属于中医内科学，是建立在中医基础理论、

中药学、方剂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与中医老年病学、中医
预防医学、中医康复医学、中医急诊医学等相互交叉；与中医
脑病学、中医肾病学、中医脾胃病学、中医肺病学等相互渗透
的学科。
心病非心一脏之病，与其它四脏、六腑、气血津液及经络
等有着密切联系，中医心病学的外延即基于“整体观念”，结
合现代科学理论、技术和方法，探讨心与其它相关脏腑疾病的
联系及相互影响。现代医学之心脑综合征、心肺综合征、心胆
综合征、心肾综合征等概念的提出也证实了这一点。
3

总

结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根据学科知识体系的要求来界定学科
内涵与外延。
参考文献：
[1]王永炎,王忠.中医药学科建设目标、研究方向与人才培养[J].中医杂志,
2012,10:811-814
[2]王永炎.新世纪中医药学科建设论要[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01:5-7
[3]李建生,樊蔚虹,姚建平.学科内涵与外延的探讨[J].中医教育,2011,06:1618
[4]沈绍功,韩学杰.中医心病学正名与标准化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7, 7:485-487

科研课题：

学科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不同的历史阶段、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单位。

不同的背景环境学科所指的范畴不同。学科内涵和外延也随
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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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是外延存在的前提，外延是内涵的拓展。学科的知识体
王振涛，通讯作者。

系是界定学科内涵和外延的依据 [3] 。中医心病学科内涵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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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涵盖了广阔的医学领域，具有较大大发展空间。在学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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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绍周教授应用补肾益气法治疗中风病经验
Experience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stroke by
Professor ZHENG Shao-zhou
崔名雯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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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郑绍周教授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治法方药等方面，探析了郑教授对中风病辨证论治的临床经验。认为肾
虚气弱是中风病的基本病机，补肾益气法贯穿其治疗的始终，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 名老中医经验；中风病；补肾益气法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be into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stroke by Professor ZHENG
Shao-zhou, according to understanding of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and the law governing prescription of stroke. Professor ZHENG thinks
that Shenxu Qiruo is the pathogenesis of stroke. Bushen Yiqi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whole treatment, and offers a new way of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Experience of famous TCM doctors; Stroke; Bushen Yiqi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8
中风，是以语言謇涩、口舌歪斜、半身不遂为主症的一种
疾病。在《黄帝内经》中，就已有关于中风的记载。中风在西
医中相当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病。
由于中风具有发病率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的特点，现已成
为严重危害中老年人生命与健康的疾病之一。中医药在治疗中
风病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优势，在临床实践中有效应用中医
药的治疗优势，对于防治中风病具有巨大作用。
郑绍周教授是全国第三批、第四批名老中医，在 50 余载

现将其治疗经验总结如下。

的临床实践中，敬业博学，精于专长，形成了自己对中风病治

清代王清任亦认为“亏损元气，是其本源”，在《医林改错》

疗的独特认识，其以补肾益气法为基本方法治疗中风病在临床

中指出“元气既亏之后，未得半身不遂以前，有虚证可查

实践中收到了显著的疗效，可有效地改善症状，控制疾病发展。

乎？……偶尔一阵头晕者，有头无故一阵发沉者，有耳内无故

1

对中风病因病机的认识：肾气虚弱贯穿中风发病、发展过

程的始终
早在《内经》中，就已认识到肾虚与中风发病的密切关系，
《素问•脉解》指出：“内夺而厥，则为扉，此肾虚也。”明代
张景岳强调“内伤积损”
，认为治疗“只当以培补元气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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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风响者，……皆是元气渐亏之症。”并谓“元气既虚，必

复，预防卒中。常以黄芪 30g，党参 20g，淫羊藿 30g，石菖蒲

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进一步强调元气虚

15g，水蛭 10g，地龙 15g 为基本方加减。
伴随症状加减：伴头痛眩晕、口苦咽干者，可加天麻 12g，

损在中风发病中的作用，并强调了瘀血的存在。现代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中风病好发于中老年人，其发病率、患

钩藤 20g；伴纳差腹胀者，加砂仁 10g，焦三仙各 25g；伴胸闷

病率和死亡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现代研究资料统计，50 岁以

疼痛者，加薤白 20g，泽兰 15g，甘松 10g；伴失眠者，加酸枣

后中风患者可占总数的 79.5～86.1% ，此与李东垣“年逾四

仁 30g，远志 20g，合欢皮 20g，夜交藤 30g；伴手足心热、耳

旬气衰”说相符，其谓：“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多有此

鸣者，加龟甲 20g，鳖甲 20g，女贞子 20g。

疾。”说明年老气衰是中风发生的内在原因。卫明的研究与调

3

[1]

查发现，老年人机能亏损主要以肾虚为主，而且多偏向于阳虚[2]。
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机体功能出现一系列退行性改变，细
胞功能下降，器官中各种实质性细胞总数减少[3]，机体衰老，
这些改变大都以肾虚为基本病理改变，肾虚加炎细胞浸润又是
痰浊、瘀血产生的共同缘由之一。中风患者在临床上除半身不
遂，肢体麻木，言语謇涩，口舌歪斜等症状外，常伴有反应迟
钝，神疲乏力，头晕耳鸣，腰部、肢体酸困乏力，精细动作恢
复较慢，舌质暗红，脉细弱等肾虚气弱的表现。
郑绍周教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为肾气虚弱与中风的
发病、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脑髓源于肾精，肾气虚弱，脑髓失
充，脑络不畅。同时“精血同源”
，肾精不足，血液化生减少，
运行迟缓为瘀；又肾气虚弱，无以推动血液、津液运行，血液、
津液停滞而为瘀、痰。痰瘀停留将成为发病的潜在危险因素。
肾气虚弱贯穿中风病各期。在中风病之先兆期，患者仅有短暂
的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各种生理性及病理性肾虚是其发病诱
因。在中风病急性期，肾气受损，阴阳失于平衡，精气不交，
气血逆乱，痰瘀阻滞经络，脑脉痹阻，发为中风。此期肾气渐
亏渐损为其发病基础，中风急性期“本虚”的病机基础，现已
被学界所认可[4-6]。在中风病恢复期，虽经短暂的救治，病情由

典型病案
患者甲，男，56 岁，以“言语不利、下肢无力 1d”为主

诉于 2011 年 10 月求诊。患者 1d 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言语不利、
下肢行走不稳无力，无其他不适。既往高血压病史 20 年。经
查头颅 MRI 显示：桥脑新鲜梗塞，双侧豆状核腔隙性脑梗塞。
舌脉症见：舌暗红，苔白腻，脉沉细。中医诊断：中风，西医
诊断：脑梗死。治法：补肾化痰，活血通络。方药：淫羊藿 30g，
葛根 30g，半夏 10g，胆南星 12g，泽泻 30g，水蛭 10g，红花
15g，赤芍 25g，川芎 12g，全蝎 10g，僵蚕 15g，7 剂，水煎服，
1 剂/d。患者于 2011 年 10 月第二次求诊，患者症状稍见减轻，
纳眠可，二便调。脉沉细苔薄白质红。予上方加黄芪 30g，白
芥子 15g，7 剂，水煎服，1 剂/d。患者于 2011 年 11 月三次求
诊，患者言语较前流利，下肢有力，行走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给予上方再加党参 20g，白术 20g，巴戟天 25g，山茱萸 20g，
10 剂，水煎服，1 剂/d。半月后随访患者疾病好转。
按：此患者中年男性，随着年龄增长，肾气渐亏，高血压
病史 20 年，血管壁产生病变，管腔狭窄、闭塞或有血栓形成，
相当于中医学病机中的痰瘀内结，肾气不足，阴阳失衡，痰瘀
痹阻脑脉，导致中风发生，患者舌暗红，苔白腻，脉沉细，为
肾虚痰瘀内阻之象。肾虚骨髓失充，精血不足，筋肉失却滋养，

重转轻，但经过急性期的病变，脏腑机能多已受到损伤，脏腑

则见下肢行走不稳无力；气虚血少，脉络不畅，则言语不利。

功能进一步恶化，并且主要表现为肾脏功能的衰弱。

肾主藏精，为封藏之本，故在治疗中应补益肾气，发病初期，

2

补肾益气法是中风的基本治法

以淫羊藿补肾助阳，半夏、胆南星、泽泻化痰利水，水蛭、红
花、赤芍活血化瘀，并以全蝎、僵蚕息风通络。恢复期加大党

肾气虚弱是中风发病的根本原因，也是疾病发展过程中的

参、白术、巴戟天、山茱萸等补肾益气药用药，以扶助机体正

主要病机，本着“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因此补肾益气法是

气，促进脏腑机能恢复，以利早日康复。此方抓住了疾病的本

中风的基本治法。通过补肾益气，促进脏腑功能恢复，促进气

质，并在各期中辨证灵活用药，考虑得当。

血津液的流通，促使脑的功能恢复。根据临床表现，一般将中
风分为先兆期、急性期和恢复期三个阶段。尽管这三期的病机
特点不尽相同，但补肾益气法是贯穿三期的基本治法。
中风先兆期，肾虚导致痰瘀内伏是其发病基础，因此在
此期治疗时要以补肾益气为先，佐以化痰活血。常以淫羊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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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病恢复期，
中风发病超过 2 周或 1 个月即进入恢复期，
元气亏损，血瘀脑脉日久，久病入络，神机失用为其突出病机。
在此期应以大补元气为主，佐以活血通络，以促进神经功能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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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急性心功能不全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es on treating acute cardiac insufficiency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温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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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5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49-02

证型：BDA

【摘 要】 实验目的：研究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急性心功能不全的临床效果。实验方法：对来我院接受救治的共 20 位急性
心功能不全患者进行调查分析，采用的方法是随机分组后，一组采用西医救治，一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救治。实验结果：采用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患者康复速度快，时间短，而未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的患者康复时间长，而且病情有不稳定现象。实验结论：对于
急性心功能不全患者的紧急救治，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要比单纯的采用西医治疗的方法效果要好，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疗法；急性心功能不全；临床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acute cardiac insufficiency. Methods: 20
patients of acute cardiac insufficiency were investiga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while another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Results: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d
faster recovery speed and shorter recovery time.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d better effect than simple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acute cardiac insufficiency, worthy further researches.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cute cardiac insufficiency;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29
对于急性心功能不全的治疗，早先多采用的是西医治疗，
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研究较少。本文主要研究了中西医结合治
疗急性心功能不全，希望能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1

者，住院时间最长为 1 个月，该组所有患者均痊愈出院。具体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功能不全临床效果

实验对象

项目

症状表现

选取 2010 年至今在我院进行急性心功能不全治疗的 20 位
13 例

男

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64 岁，最大年龄为 69 岁，最小年龄为 58

7例

6例

3例

4例

心率：整齐

在病情加重 3～6h 候后到达医院进行治疗。对患者进行基本检

心尖部：2～3 级吹风

查，体温为 36.4℃～36.7℃，P 值范围为 78 次/min～80 次/min，

7例

女

样杂音
双下肢：凹陷性水肿

BP 均为 17.0/12.0kPa，心率齐，心尖部均有 2～3 级吹风样杂
音，双下肢均为凹陷性水肿。患者的心电图结果显示，其心肌

平均年龄

损伤，诊断结果为心力衰竭 II 度。所有患者进行统计学分析，
其差异不显著。

治疗结果

实验方法

治，一组为新研究的中西医结合救治。西医治疗主要针对镇静、

P 值：78～80 次/min
BP：l7.0/12.0 kPa

岁。所有患者在入院前均有不同时间的发作性心前区疼痛，均

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进行急救，一组为传统的西医救

中西医
结合治疗

体温：36.4℃～36.7℃

患者为调查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 13 位，女性患者 7 位。

2

西医治疗

4

讨

64 岁
7 例 3 个月后

1 个月内

基本恢复；

全部痊愈

3 例病情稳定

出院

论

急性心功能不全疾病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对患者的生命有

扩血管、止痛等方面。所有患者诊断结果为急性心力衰竭。采

直接危害。西医用药的特点是作用速度快，救治的成功机率也

用的西药为吗啡、西地兰、多巴胺、硝酸甘油等进行急救。同

相对较高。而目前研究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功能不全方

时，另外一组在采用西药救治的基础上，辅助以中药的救治。

法，显然比单纯的采用西医疗法要好，该方法能够显著的降低

中药采用的为红参 30g，制附片 20g，肉桂 5g，干姜 10g，菖

患者的病程。本实验对象选取的为急性心功能不全病例，其发

蒲 10g，炙甘草 8g，白茅根 30g，生龙牡各 15g，葶苈子 10g，

病急骤，需要快速救治。中医认为，心功能不全主要是由于气

大枣 8 枚，水煎后多次喝。

脱阳衰。因此选取的是人参等药材。中医认为，人参和附子合

3

实验结果
未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救治的患者，其在 3 个月后基本恢

复正常，有 3 例处于病情稳定阶段。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患

用，具有推动血液流通，改善心衰的作用，而肉桂等，能够扩
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这些药材合用，对改善心力衰竭有很
好的疗效。
（下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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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中风后胃肠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stomach and intestine functional disturbance after
apoplexy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马艳华
（山东省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山东 青岛，26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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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西药配合加味平胃散治疗中风后胃肠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随机将 127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所有的患者均给予脑血管病的常规治疗，对照组采用西药对症治疗；治疗组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合用加味平胃散辨证治疗，
治疗 2 周为 1 个疗程，入院第 2 天及 14 天后进行疗效评分及统计。结论：西药配合加味平胃散辨证治疗中风后胃肠功能障碍疗效
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并能改善患者神经动能缺损程度，降低病死率，减少并发症。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中风；胃肠功能障碍；临床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odified Pingwei powder on treating
stomach and intestine functional disturbance after apoplexy. Methods: 127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western medicine on symptoms besides routine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Pingwei powder
more on symptoms and signs. The efficacy was evaluated on the second and fourteenth day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Mod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odified Pingwei powder had better efficacy than simple west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stomach and intestine functional
disturbance after apoplexy.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poplexy; Stomach and intestine functional disturbance;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0
现代研究表明，我国脑中风死亡率已跃居世界第 2 位[1]，中

3

风后出现的并发症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认识。我们采用中西医
结合的办法治疗中风后胃肠功能障碍取得较好疗效，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 127 例，均为 2008～2011 年入住我院出现胃肠功能

障碍的急性中风患者，其中男 98 例，女 29 例，年龄 42～80

黑便。病人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65 例）
：其中男 51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65±4.9）岁；脑出血 12 例，脑梗塞 53 例，
对照组（62 例）
：其中男 47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65±5.2）

法

所有的病人均给予原发病治疗，积极抗脑水肿，保护脑功
能及预防再发等治疗。
3.1 对照组
根据临床症状给予不同类型西药。
3.2 治疗组
辨证应用加味平胃散及西药。

岁，平均 65 岁。脑出血 23 例，脑梗塞 104 例，均伴有不同程
度胃肠功能障碍症状如胃痛、腹胀、便秘、返酸、嗳气、纳差、

方

中药治疗：加味平胃散方药：苍术 10g，厚朴 10g，陈皮
10g，瓜蒌 30g，胆南星 3g，枳实 10g，炙甘草 6g，腹胀，纳
差明显加莱菔子、焦三仙各，气郁化热，热重心烦，胃有烧灼
感者加生石膏、知母、生地；肝阳偏亢者加山栀、黄芩；胸闷
明显嗳气频作者加代赭石、丁香、降香；胀甚而痛者加元胡、

岁；脑出血 11 例，脑梗塞 51 例。所有患者年龄、性别、治疗

川楝子；便秘腹胀者加酒军、槟榔；食聚者加用砂仁、焦山楂；

前主要症状、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

1 剂/d，水煎取汁 200ml，分早晚两次服用，不能口服者鼻饲。

异 P>0.05，均有可比性。
2

诊断标准
所有病人符合中风的中医、西医诊断标准[2][3]并经 CT 或

MRI 证实。
中风后胃肠功能障碍的西医诊断标准：符合我国 1995 年

西药治疗：有腹胀、嗳气者给多潘立酮片口服（10mg/次，
3 次/d）
。有胃痛、反酸者给予泮托拉唑胶囊口服（40mg/次，2
次/d）
、铝碳酸镁片口服（1.0g/次，3 次/d）
，有便秘者给予酚酞
片 0.1g，每晚 1 次。
两组均以 2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前、治疗后 2 周分别应用
中医证候量表、NIHSS 量表进行评分比较和疗效评定。

庐山第三届全国危重病急救医学学术会议通过的重修多脏器
衰竭病情分期诊断及严重程度分期标准[4]。
中风后胃肠功能障碍的中医诊断标准：参照卫生部颁发的

4

疗效结果

4.1 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5]

1993 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及《中医病症诊断疗效

临床痊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

标准》中“胃脘痛”
、
“痞满”的诊断标准，自拟中医证候诊断

分减少≥95%。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

标准。主症：脘腹痞满，胃脘疼痛，恶心呕吐，泛酸，黑便或

分减少≥70%且<95%。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

呕血。次症：食少纳呆，嗳气频作，呃逆不止，大便不调。具

证候积分减少≥30%且<70%。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无

备两个主症以上，或一个主症两个次症即可诊断。

明显改善，甚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不足 30%计算方法：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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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治疗结果

指数（n）=［
（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两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疗效比较，见表 1。

以百分数表示。
表 1 两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疗效（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5

12

30

22

1

98.4*

62

2

17

30

13

79.0

对照组
*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两组治疗前后 NIHSS 评分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NIHSS 评分的变化
评分
NIHSS

组别

评分值

治疗组

对照组

前

17.89±6.84

后

6.45±3.63*

前

18.35±5.28

后

7.98±4.79*

△

注：治疗结束后，两组与治疗前比较，*P<0.01，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5。
△

5

讨

论

中风后胃肠功能障碍是近年来学者们对中风病的重视和深
入研究而提出的，是指脑血管疾病后，临床上脑血管所致的神
经系统症状外出现一系列胃肠功能紊乱的症状，如腹胀、胃痛、
呃逆、嗳气、呕吐、便秘、呕血、便血、纳差等，有研究发现
发生脑卒中两周内发生胃肠功能障碍者过半，严重影响患者的
神经功能恢复，同时增加死亡率[6]。祖国医学认为，中风病机的
关键在于“气血逆乱于脑”
，人之血气，生化于中焦脾胃，中风

肠动力、抗溃疡、解痉、降低胆固醇、抗炎等作用[7]。
本课题数据表明西药配合加味平胃散辨证治疗中风后胃肠
功能障碍疗效优于对照组，并能改善患者神经动能缺损程度，
为临床治疗急性中风病及合并症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效方药。
参考文献：
[1]张国瑾,赵曾荣.国外脑血管疾病研究进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0:77-197
[2]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分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

患者多为老年人，脾胃不足，湿、痰、瘀、火亦留滞胃肠，枢
转气机被郁，导致中焦脾胃之气升降失调，出现一系列胃肠功

1996,29(6):379-381

能紊乱的症状。本研究辨证应用加味平胃散治疗中风后胃肠功
能障碍，作为治脾胃圣剂的平胃散，具有燥湿运脾，行气和胃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1):55-56

之效，方中苍术健脾祛湿，厚朴行气消胀除满，陈皮理气和胃、
芳香醒脾，胆南星清热化痰，息风定惊，瓜蒌清热化痰，润肠
通便，枳实行结气而降浊，理气消积，以利脾胃，诸药相合痰、
湿、瘀、火得解，通畅腑气，清除阻滞于胃肠的积滞，脾胃功
能得以恢复，气血逆乱得以纠正，上开脑窍，下通胃肠，从而
恢复脑与胃肠的正常功能。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苍术具有调节
胃肠道平滑肌、抗溃疡、抗缺氧、利尿、抗炎等作用。厚朴有
促进胃蠕动和胃排空、抑制胃酸分泌和抗溃疡作用，同时具有

[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证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行)[J].
[4]王今达,王宝恩.多器官功能失常综合征(MODS)病情分期诊断及严重程
度评分标准[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1995,7:346-347
[5]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出版,2002:233-237
[6]Mc Arthur C Jetal. Intensive Care Med,1995;21:573
[7]沈映君.中药药理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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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高血压的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enile hypertension in the integrative edicine
肖细平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新庙镇卫生院，湖北 鄂州，436004）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52-01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联合治疗老年高血压的临床疗效。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采取中西联合治疗，观察
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明显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统计学有意义。结论：临床中采取
中西联合治疗老年高血压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中应用与推广。
【关键词】 老年高血压；中西治疗；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senile hypertension.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has a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on senile hypertension,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enile hyperten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1
本文对我院选取的老年高血压患者给予中西联合治疗，取

1.3 疗效评定
①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或减轻，且 DBP 下降

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具体的分析如下。
1

次/d。两组均治疗 3 个月[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1 年 2 月～2012 年 2 月之间收治的 80 例老年
高血压患者，均符合 WHO/ISH 高血压的诊断标准，男性患者
46 例，
女性患者 34 例，
患者的年龄 60～83 岁，
平均年龄为
（67.4
±3.2）岁。病程 2～17 年，平均时间为（4.5±2.3）年。将其
随机的分为两组，两组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无明显的差异

值≥15mmHg，SBP 下降值≥20mmHg；②有效：患者的症状
减轻，且 DBP 下降值<15mmHg，SBP 下降值<20mmHg；③无
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无改善，且血压下降值未达到标准。有效
率＝显效%＋有效%。
1.4 统计学处理
采取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两组的疗效比较采
取卡方进行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2

对照组 40 例患者给予常规治疗，口服 10mg 硝苯地平缓释
片，2 次/d；观察组 40 例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沙苑子、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结

果

决明子、女贞子和枸杞以及生地与菊花均取 15g，用水煎服，1
表 1 两组治疗临床疗效比较 [n（%）]

3

讨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40

13（32.5）

16（40.0）

11（27.5）

72.5

观察组

40

25（62.5）

12（30.0）

3（7.5）

92.5

2

x

-

12.67

3.12

13.22

12.34

P

-

<0.05

>0.05

<0.05

<0.05

论

老年高血压是临床常见的疾病，严重的影响老年患者的身
体健康，临床上常常采取西药进行治疗，效果并不很理想，如
何更好的治疗该病成为临床医师关注的重点。
本文对选取的对象采取中西结合治疗，并且取得了较好的

效；决明子降压调节免疫等功效；枸杞和菊花达到降糖与降血
脂，并扩张血管的功效。
总之，中西治疗老年高血压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应用。
参考文献：
[1]张春明.中西医结合治疗社区老年高血压的疗效观察[J].中国社区医师(医

应用效果。采取西药进行治疗能够快速的控制患者的血压情

学专业),2012,14(3):67-68

况，并有效的稳定，并不能有效的消除其原始的病因[2]。高血

[2]涂艳虹,郑琼莉.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高血压病的临床观察[J].湖北中医杂志,

压在中医治疗中属于“头痛、眩晕”，本文采取的沙苑子有效

2010,22(05):23-24

的改善患者血流动力学的相关指标，而女贞子起到降血脂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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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瘀热”论过敏性紫癜的病因病机及治疗
Discussion on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purpura based on stasis heat theory
裴晓宁 1 任献青 2
（1.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8；2.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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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着重从“瘀热证”探讨过敏性紫癜的病因病机及治疗，力争对临床辨证论治有所指导。
【关键词】 瘀热；过敏性紫癜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allergic purpura from "stasis heat syndromes" to
guide the clinica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Keywords】 Stasis heat; Allergic purpur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2
过敏性紫癜属于中医的“血证”范畴，与古籍中所记载的

不断演变。瘀热可因火性燔灼而流变不居，窍络肌腠等细微之

“葡萄疫”
、
“肌衄”
、
“紫癜风”相似。临床表现为皮肤紫癜，

处皆能到达；同时，络脉细小狭窄，病理情况下极易阻滞不通，

可伴有关节肿胀疼痛、腹痛、呕吐、便血，甚至引起肾脏损害。

形成络瘀之征，《景岳全书•火证》也说：“凡火之为病，其在

其中皮肤紫癜为基本特点，即血液外溢肌肤，
《血证论》中云：

外者，必见于皮肉筋骨；其在内者，必见于脏腑九窍。
”总之，

“经遂之中，既有瘀血踞住，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终必妄

瘀热相搏极易损伤窍络肌腠。

走……”指出瘀为病之关键。关于本病的病因病机，众说纷纭，
，丰富了本病的病因病机及
近年有学者提出“瘀热血溢学说[1]”
辨证施治。本文着重从“瘀热证”探讨过敏性紫癜的病因病机

瘀热与过敏性紫癜
《灵枢•五变》说：
“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小儿

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经脉未盛，腠理不密，卫外不固，故

及治疗，力争对临床辨证论治有所指导。
1

2

小儿过敏性紫癜的发病率远高于成人。本病病因主要为外感

对瘀热的认识

风热、疫毒之邪，或饮食失节，蕴生内热，加之小儿体虚，

瘀热是由瘀和热两种病理因素相互博结，形成一种具有特

易于感邪发病。病机以为热、虚、瘀为主。本病有反复发作

质的复合病理因素。古代医家对瘀热互结为病已有初步的认

的特点，
《血证论》云：
“凡物有根者，逢时必发，失血何根，

识，张仲景在《伤寒论•太阳病篇》云：
“太阳病六、七日，表

瘀血即其根也，故凡复发者，其中多伏瘀血。”，指出瘀贯穿

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

疾病始终。

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

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脏腑娇嫩，又寒温不知自调，故易

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首先提出“瘀热”一词。吴又

于感受外邪疫毒，同时小儿体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感

可《温疫论•蓄血》篇云：
“邪热久羁，无由以泄，血为热搏，

受外邪后易从阳化火化热，伤及血分，而血液主要由营气和津

留于经络，败为紫血”
，
“热不更泄，搏血为瘀⋯⋯热不干血分，

液组成，热入血脉不仅可以耗伤营气、津液而致血虚，更可由

不致蓄血”
。首次明确提出了“热搏血为瘀”的论点[2]。

热灼津伤，使其失去润泽流动之性，变得浓稠，乃至干涸不能

瘀包括瘀血和血瘀，前者是一种病理产物，亦可为病因，

充盈脉道，血液运行不畅而致瘀。血瘀日甚，气血不畅，终成

而血瘀是病理生理状态，二者可互为因果。热的形成有外因和

瘀血。瘀血为有形之邪，留于体内，日久不得消散，必然影响

内因，外因感受“热邪”
，内伤疾病中，
“气郁化火”
，
“邪郁化

气机调畅，阻滞经脉流通畅达，导致血行不畅。瘀热互结，加

[3]

火”均可导致热由内生。郭立中，周仲英 等认为，瘀热证不

之小儿脾常不足，运化无力，复因饮食不节，损伤脾胃之气，

是“瘀”和“热”存在即可，而是二者相互博结，胶着为患，

致使湿浊内生，湿热相搏，伤及血络，血液溢于脉外而见皮肤

致使病情复杂多变。同时，瘀热具有瘀和热的病理特征，瘀热

瘀点瘀斑；湿阻气机，气滞血瘀，瘀热博结，滞于胃肠则腹痛、

既可因瘀胶固瘀着脏腑组织，日久难消，常使疾病缠绵难愈，

呕吐、便血，郁于关节则肿胀疼痛，屈伸不利。本病病程较长，

也可随火热之变动周行全身，损伤多个脏腑组织。热邪为病，

小儿本体虚，日久气不摄血，行血统血无力，致使血液外溢肌

蕴于营血，熏灼煎熬，可致血液稠浊，血涩不畅，加重血瘀；

肤，从而加重瘀，病情缠绵，反复难愈。

血瘀又可蕴积化热，而致血热愈盛，二者互为因果，促使病情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过敏性紫癜患儿存在高黏滞血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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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马业耕[4]通过测患儿甲皱微循环显示，微血管视野模糊，

甚，终成瘀血，二者互为因果，病情反复难愈。瘀热博结，胶

血流缓慢、间断、停滞，红细胞聚集，并有渗出和出血，与中

着为患，导致病情复杂多变，治疗应审症求因，总以凉血化瘀

医学离经之血便是瘀血的结论一致。这与现代西医所证实的

为法，方多以犀角地黄汤加减。现代医学认为活血化瘀药能影

HSP 毛细血管壁可见胶原纤维肿胀和坏死，IgA 等免疫复合物

响血流速度，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减轻水肿，调整免疫功

沉积以及毛细血管脆性及通透性增强的机理也是一致的。

能，抑制或减轻变态反应性损害抑制结缔组织代谢，防止肾脏

周仲英[5]教授认为本病因瘀热相搏，胶结为患，结合本病
“出血”特征，提出治疗应循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周教
授常以犀角地黄汤为基本方，方中犀角以水牛角代替，清热解

纤维组织增生，促进病变的转化和吸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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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业耕.过敏性紫瘫甲皱微循环和外周血 T 细胞亚群[J].中西医结合实用

16%；无效 7 例，占 7%。总有效率 93%。

临床急救,1999(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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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多发生于小儿，近年被引起重视，中医认为本
病的病因主要为外感风热、疫毒之邪，或因饮食失节，蕴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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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加之小儿本体虚，易感邪发病。病机以热、虚、瘀为主，
热入血脉，耗津伤液，致使血液浓稠，运行不畅致瘀，血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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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红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the Danhong injection
卢宪伟 1 陈伟平 1 韦继政 1 顾颖敏 2
（1.广东省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恩平分院，广东 江门，529400；2.广东省广州市中医医院，广东 广州，5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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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丹红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方法：98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各 49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丹红注射液静脉滴注。两组疗程均为 2 周。结果：两组临床疗效、心电图
及中医症候疗效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丹红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显著，副作用少，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冠心病；心绞痛；丹红注射液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anhong injection in treating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98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nd 49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herapy,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Danhong injection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treated for 2 weeks.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reating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Danhong injec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little side
effect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Danhong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3
冠心病心绞痛主要是由冠状动脉硬化或痉挛引起冠状动

脉供血不足，心肌暂时缺血缺氧所致，是致残、致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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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疗法已逐渐应用于冠心病心绞痛
[1]

-55例（6.1%）
，总有效率为 93.9%；对照组显效 15 例（30.6%）
，

的治疗，优势互补，效果明显 。2010 年 8 月～2012 年 7 月

有效 22 例（44.9%）
，无效 12 例（24.5%）
，总有效率为 75.5%。

我院对 98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采用中药制剂丹红注射液中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西医结合治疗，并与单纯西药作对照，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2.2 两组心电图疗效比较
治疗组心电图显效 17 例（34.7%）
，有效 28 例（57.1%）
，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10 年 8 月～2012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98 例冠

无效 4 例（8.2%），总有效率为 91.9%；对照组显效 13 例
（26.5%）
，有效 20 例（44.9%）
，无效 16 例（28.6%）
，总有效
率 71.4%。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
2.3 中医症候疗效比较

心病心绞痛患者，均符合 WHO《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诊断

治疗组显效 21 例（42.9%）
，有效 26 例（53.1%）
，无效 2

标准》，以及卫生部制定的《中药新药治疗胸痹的临床研究指

例（4.1%）
，总有效率 95.9%；对照组显效 15 例（30.6%）
，有

导原则》
，排除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心绞痛、急性心力衰竭、

，无效 11 例（22.4%）
，总有效率为 77.5%。
效 23 例（46.9%）

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重度心律失常者。其中男 65 例，女

两组比较 P<0.05。

33 例，年龄 55～82 岁，平均（72.3±9.6）岁，心功能 I 级 45
例，Ⅱ级 30 例，Ⅲ级 23 例。合并高血压 68 例，糖尿病 30 例。
将本组病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9 例，两组患者一般

3

讨

论

冠心病心绞痛是心血管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发病率、致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死率均较高，威胁人类健康。西医临床药物治疗主要是扩张扩

1.2 方法

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循环血流量，缓解心绞痛的发作。常规

两组患者均给予吸氧、卧床休息等基础治疗。对照组给予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20mg/次，2 次/d，阿司匹林 100mg/次，1

治疗药物有硝酸酯类制剂、β 受体阻断剂、阿司匹林、低分子
肝素等[2-4]。

次/d，血压高者予降血压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丹红注

冠心病心绞痛属中医“胸痹”范围，多由于正气亏虚、痰

射液 20ml 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或 9%氯化钠注射液稀释后缓

浊、淤血、气滞、寒凝等原因引起心脉痹阻不畅而发病。丹红

慢静脉滴注，1 次/d。两组疗程均为 2 周。观察治疗前后心电

注射液由丹参和红花组成的复方制剂，丹参能扩张血管，增加

图改善程度及临床疗效和中医症候疗效。

冠心病血流量，改善心肌缺氧导致的代谢障碍，调节血脂，抑

1.3 疗效判定标准

制血小板凝聚，降低血液粘稠度，防止血栓形成。现有的临床

1.3.1 临床疗效标准

证据表明，丹参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有效，安全性较高[5]。红花

显效：临床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有效：心绞痛发作次数、

具有活血通络、祛瘀止痛之功效，对冠心病心绞痛具有标本兼

程度及持续时间有明显减轻或症状程度减轻；无效：临床症状

治的临床疗效[6]。本研究结果显示，西医治疗基础上加丹红注

与治疗前比较无明显改善甚至有所加重。总有效率=显效+有

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心电图疗效及中医症候疗

效。

效均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

1.3.2 心电图疗效标准

痛能明显缓解心绞痛发作次数和疼痛程度，疗效显著，无毒副

显效：心电图恢复至正常或基本正常范围；有效：休息时
心电图 ST 段降低经治疗后回升 0.05mV 以上，但未达到正常
水平，或主要导联 T 波倒置变浅达 25%以上或 T 波由平坦变为
直立；无效：心电图与治疗前比较无明显改善甚至有所加重。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
1.3.3 中医症候疗效评定
主要中医症候包括胸痛、胸闷、心悸、乏力、气短等，依
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采用 0～3 分半定量积分法，
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级评价。显效：疗效指数≥70%，有

作用。
因此，西医治疗基础上加丹红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安
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向太梅,易智明.中西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观察[J].中外医学研究,
2012,10(5):135-136
[2]苍生,解中华.硝酸异山梨醇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观察[J].山东医药,
2007,47(31):40
[3]周爱明,陈卫朝.低分子肝素钠联合不同剂量硝酸甘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效：30%≤疗效指数<70%，无效：疗效指数<30%。疗效指数=

疗效观察[J].中国现代医生,2011,49(18):195-196

（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4]孙振永.氯吡咯雷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88 例临床观察[J].吉林

1.4 统计学处理

医学,2012,33(21):4547

应用 SPSS19.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疗效比
较用 Ridit 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5]江思艳,童九翠,孙瑞元,等.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Meta 分析[J].
实用药物与临床,2007,10(6):334-337
[6]吕峰.中药红花对气滞血瘀型冠心病心绞痛疗效分析[J].中外医疗,2010,
29(32):110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显效 21 例（40.8%）
，有效 25 例（53.1%）
，无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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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脾汤加龙骨牡蛎治疗更年期综合征 18 例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menopausal syndrome by the Guip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Longgu and Muli
陈志安 吴 芳
（湖北省红安县中医院，湖北
中图分类号：R173

红安，4384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56-01

【摘 要】 目的：探讨归脾汤加龙骨牡蛎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临床效果。方法：18 例更年期综合征患者采用归脾汤。结果：
治愈 13 例，好转 5 例。结论：归脾汤加龙骨牡蛎对更年期综合征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关键词】 归脾汤；龙骨；牡蛎；更年期综合征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Guip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Longgu and Muli on treating menopausal
syndrome. Methods: 18 patients of menopausal syndrome were treated with Guipi decoction. Results: 13 cases were cured and 5 cases were
improved. Conclusion: Guip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Longgu and Muli had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menopausal syndrome.
【Keywords】 Guipi decoction; Longgu; Muli; Menopausal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4
归脾汤出自宋代严用和的《济生方》，是补气血，养心脾
的常用方剂。笔者运用归脾汤合龙骨牡蛎治疗更年期综合征 18

带多。苔薄白舌胖边有齿痕，脉沉细数。证属血虚脏躁，心肝
失养。治拟益脾补肝、养血安神，以调阴阳。
处方：炙黄芪 20g，潞党参 10g，白术 10g，当归 12g，茯

例，收到一定效果，介绍如下。
1

临床资料
18 例年龄为 41～54 岁，平均 49 岁。绝经前期 4 例，绝经

期 5 例，绝经后期 9 例。临床见症均有不同程度面、耳、颈烘

苓 10g，远志 6g，炒枣仁 20g，木香 6g，白芍 10g，煅龙牡各
15g（打碎先煎）
，生姜 3 片，大枣 7 枚。5 剂。药后诸症减半，
唯情绪易激动。宗上方加淮小麦 30g，续进 7 剂后纳馨，神爽，
眠安，白带止；数月后随访，未见复发。

然火炙，继汗出热消，头昏耳鸣，心烦少寐，急躁易怒，神疲
乏力，健忘，腰腿酸软，纳食减少，其中 2 例伴有双下肢可凹
性水肿。全部病例经必要理化检查，除外有关器质性病变。
2

方药组成
炙黄芪 20g，白术 10g，潞党参 10g，当归 12g，云苓 10g，

5

体

会

妇人更年期综合征虽与肝肾等脏有关，但与脾不无相关，
正如李东垣指出：“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
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妇人属阴，以冲任为本，冲
为血海而隶属阳明，任主胞胎而联系太阴。脾胃气衰，则气

远志 6g，炒枣仁 20g，木香 6g，炙甘草 6g，煅龙牡各 15g，白

血不足、肝肾阴亏、阴阳失和，因此，调心脾，治阳明，是

芍 10g，生姜 3 片，红枣 7 枚。面赤者加地骨皮 10g，或粉丹

调治更年期综合症一重要治则。脾胃健旺，则冲任血盛，阴

皮 10g；情绪不稳易激动者加淮小麦 30g；水肿者加茯苓皮 6g。

阳平衡，方中以四君合黄芪健脾益气；木香芳香辛温，善于

1 剂/d，水煎，分两次服。

理气醒脾；枣仁具酸甘之味，为宁心安神之品；当归能引血

3

治疗结果

归经，配黄芪补血之力最雄；远志能通心窍，安神益智，并
能解思虑郁结，与枣仁、茯苓相伍，则泰血益智，安神定悸

服药最多者 27 剂，最少 6 剂，平均 11 剂。治愈 13 例（症
状全部消失）
，好转 5 例（症状体征显著减轻或部分消失）
。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1991 年 4 月初诊。经闭半载，自觉时有面耳

之力尤佳；妇人以肝为先天，以血用事，当归、白芍相伍生
血、敛阴、和阳，以解肝郁；煅龙骨、牡蛎育阴潜阳收汗液；
生姜、红枣调阴阳。诸药合则扶中州，调心脾，以后天养先
天，气血充盈，则先天自强。

烘热汗出，经常心烦意乱，夜不眠。情志不稳，遇事则怒。近
两月来，情志不能自控，逢人喜哭，神疲乏力，纳食无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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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毒性角膜炎 29 例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viral keratitis
周筱荣 邱翠华 万明宝
（蚌埠市中医医院，安徽 蚌埠，233000）
中图分类号：R3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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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病毒性角膜炎的临床效果。方法：治疗组 29 例 29 眼采用中医辨证用药配合西药
治疗，对照组 20 例 20 眼单用西药治疗。结果：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病毒性角膜炎效果满意。
【关键词】 病毒性角膜炎；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viral keratitis with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29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while 2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impl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Results: The effica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had reasonable effect on viral keratitis.
【Keywords】 Viral keratiti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5
1

资料与方法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采用中医辨证分型治疗：①风热上犯
型：黑睛骤生星翳，抱轮红赤，羞明隐涩，发热恶寒，热重客

1.1 临床资料

轻，咽痛，舌苔薄黄，脉浮数。治宜疏风散寒。方用银翘散加

选取 2009 年 6 月～2011 年 6 月蚌埠市中医院病毒性角膜

减：银花 12g，连翘 12g，桔梗 10g，薄荷 6g，淡竹叶 10g，甘

炎患者 49 例，其中男性 29 例，女性 20 例；年龄 20～56 岁。
单眼 30 例，双眼 19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29 眼与对照组 20 眼。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显著性（P>0.05）
，具有可比性。

草 6g，荆芥 10g，淡豆豉 10g，牛蒡子 10g，芦根 10g。②风热
犯目型：黑睛星翳，抱轮微红，流泪羞明，恶寒发热，舌苔薄
白，脉浮紧。治宜发散风寒，方用荆防败毒散去枳壳：羌活 12g，

1.2 诊断标准

独活 12g，荆芥 12g，防风 12g，川芎 10g，前胡 10g，柴胡 10g，

1.2.1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及《眼科学》内容拟定
眼痛、畏光、流泪，抱轮红赤或红赤不显而黑睛骤起翳障，
如针尖或星大小，色灰白或微黄，少则数颗，多则数十颗，或

桔梗 10g。③肝火炽盛型：黑睛星翳扩大加深，白睛混赤，胞
睑红肿，羞明流泪，头痛溲赤，口舌苔黄，脉弦数。治宜清肝
泻火，方用龙胆泻肝汤加减：龙胆草 12g，柴胡 15g，泽泻 10g，

齐起，或先后渐次而生，可散漫排列如云雾状，可连缀呈树枝

车前子 10g，丹皮 10g，生地 12g，当归 10g，栀子 9g，黄芩

状，角膜荧光素染色阳性。

10g，甘草 6g。④湿热蕴蒸型：黑睛星翳反复发作，缠绵不愈，

1.3 疗效标准

头重胸闷，溲黄便溏，口粘，舌红苔黄腻，脉濡。治宜化湿清

1.3.1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拟定

热，方用三仁汤加减：杏仁 12g，苡仁 12g，叩仁 12g，半夏

临床治愈：畏光、流泪、疼痛等自觉症状消失，无充血，

10g，厚朴 10g，通草 10g，竹叶 10g，滑石 10g。⑤阴虚邪留

角膜翳障消失荧光素染色阴性。好转：眼部炎症基本消失，畏

型：病情日久，反复不愈，星翳疏散，抱轮微红，羞明较轻，

光、流泪、疼痛等自觉症状减轻。无效：眼部病变无好转或加

眼内干涩不适，舌红少苔，脉细或数。治宜滋阴散邪，方用加

重。

减地黄丸去枳壳、杏仁：生地 20g，熟地 20g，当归 15g，牛膝

1.4 治疗方法

15g，羌活 12g，防风 10g。1 剂/d，水煎服，早晚各 1 次，180ml/

1.4.1 对照组

次，疗程为两周。局部治疗同对照组。

局部滴用妥布霉素眼药水、阿昔洛韦眼药水交替滴眼，4
次/d。病情严重者，配合全身使用抗菌素头孢氨苄 0.25g 口服，

2

3 次/d。

结

果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 1。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1）
。

1.4.2 治疗组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9

21（74.41）

7（24.14）

1（3.45）

28（96.56）

对照组

20

9（45.00）

4（20.00）

7（35.00）

1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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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化湿活血方治疗 65 例复杂性肛瘘的疗效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complex anal fistula with
the self-made Huashi Huoxue recipe
崔 刚
（河南省安阳市中医药学校附属医院，河南 安阳，455000）
中图分类号：R657.1+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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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自拟化湿活血方治疗复杂性肛瘘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30 例复杂性肛瘘行断管开
窗对口引流挂线术患者分为两组，高锰酸钾组 65 例以 0.02%高锰酸钾溶液坐浴组，化湿活血组 65 例以自拟化湿活血方熏洗，治
疗 1 周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并发症情况。结果：化湿活血组总有效率 95.38%明显高于高锰酸钾组
78.46%，P<0.01；化湿活血组并发症发生率 1.54%明显低于高锰酸钾组 12.31%，P<0.05。结论：自拟化湿活血方能够提高复杂性
肛瘘患者术后的临床疗效，改善症状和体征，促进创口愈合，在提高生存质量和降低术后并发症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拟化湿活血方；复杂性肛瘘；高锰酸钾溶液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elf-made Huashi Huoxue recipe on treating complex anal fistula.
Methods: 130 complex anal fistulas patients treated with broken tube windows counterpart drainage seton surgery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randomly. 65 cases of potassium permanganate group (PP) were given 0.02% potassium permanganate solution bath and 65 cases of
Huashi Huoxue group (HH) were given the self-made Huashi Huoxue recipe fumigation. 1 week for a course.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3 course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HH group was 95.38% and obviously
higher than 78.64% of the PP group. P<0.01.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HH group was 1.54%, obviously lower than 12.31% of PP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self-made Huoxue Huashi recipe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complex anal fistula, improve the
signs and symptoms, and promote wound healing. Moreover, the recipe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reducing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Keywords】 The self-made Huashi Huoxue recipe; Complex anal fistula; Potassium permanganate solu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6
复杂性肛瘘是临床常见的难治性肛肠疾病，其治疗方法较

所有患者术前完善相关检查，常规麻醉、消毒、铺巾，

多，但术后受原发性内口感染、纤维化管壁弯曲狭窄或括约肌

配合探针查清内口、数目、位置、主管道和支管道走向等情

收缩等因素影响，极易导致引流不畅，严重影响创口愈合[1]。

况，参考刘首记等 [3] 研究行断管开窗对口引流挂线术，术后

笔者采用自拟化湿活血方治疗复杂性肛瘘术后效果确切，现报

控制大便 24h，常规使用抗生素以预防感染。术后第 2d 开始，

道如下。

高锰酸钾组以 0.02%高锰酸钾溶液 1500ml，温度控制 36℃～

1

45℃，嘱咐患者坐浴 20～30min，上午大便后和晚上睡觉前

资料与方法

各 1 次；化湿活血组以自拟化湿活血方熏洗，方药组成：芒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科 2010 年 4 月～2012 年 4 月期间
130 例复杂性肛瘘行断管开窗对口引流挂线术患者分为高锰
酸钾组和化湿活血组，经临床症状、体征、直肠指检、病理

硝 60g，苍术、地榆各 30g，白蔹、黄柏、野菊花、当归各 15g，
赤芍、红花、丹皮、川草乌、大黄各 10g，按照 1∶5 加水浸
泡 30min，温火煮沸 15～20min 后熏蒸患部，注意保持患部

或细菌培养等综合分析确诊，符合李春雨等著 《实用肛门

与药液距离，避免熏伤，待药液温度降至 36℃～45℃时，嘱

手术学》中肛瘘的诊断和分型标准。高锰酸钾组 65 例，男 42

咐患者坐浴 20～30min，上午大便后和晚上睡觉前各 1 次。

例（64.62%），女 23 例（35.38%）；年龄 21～69 岁，平均

两组患者均治疗 1 周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对比临床疗效和

（42.5±9.4）岁；病程 1～16 年，平均（3.6±1.1）年；低位

并发症情况。

肛瘘 36 例（55.38%），高位肛瘘 29 例（44.62%）。化湿活血

1.3 疗效评价标准[4]

[2]

组 65 例，男 41 例（63.08%），女 24 例（36.92%）；年龄 23～

肛瘘内、外口完全闭合，创面修复完整，肛瘘症状和体征

73 岁，平均（42.6±9.4）岁；病程 1～17 年，平均（3.6±1.1）

完全消失者为痊愈；肛瘘内、外口基本闭合，创面修复≥90%，

年；低位肛瘘 35 例（53.85%），高位肛瘘 30 例（46.15%）。

肛瘘症状和体征明显改善者为显效；肛瘘内、外口闭合不完全，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0%≤创面修复<90%，肛瘘症状和体征有所改善者为有效；肛

（P>0.05），具有可比性。

瘘内、外口闭合不完全，创面修复<70%，肛瘘症状和体征未

1.2 治疗方法

见改善者为无效。总有效为痊愈、显效与有效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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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2

应用 SPSSl9.0 软件分析相关数据，%表示计数资料，组间

结

果

2.1 临床疗效比较

比较采用 x2 校验，P<0.05 提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高锰酸钾组
化湿活血组

总有效

65

11（16.92）

16（24.62）

24（36.92）

14（21.54）

51（78.46）

65

14（21.54）

20（30.77）

28（43.08）

3（4.62）

62（95.38）

▲

注：与高锰酸钾组比较，x2=6.7673， P<0.01（P=0.0093），差异具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

2.2 并发症发生情况

功。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5]：大黄提取物中，大黄素、大黄素

术后随访 6～25 个月，高锰酸钾组发生肛门移位 4 例，肛

和芦荟大黄素等具有明显的抗感染作用，从而降低和控制创面

门畸形 2 例，肛门失禁 1 例，复发 1 例；化湿活血组发生肛门

感染；地榆能够通过促纤维细胞的生成促进伤口愈合。本研究

畸形 1 例，无肛门移位、肛门失禁和复发病例。化湿活血组并

显 示 化 湿 活 血 组 总 有 效 率 95.38% 明 显 高 于 高 锰 酸 钾 组

发症发生率 1.54%（1/65）明显低于高锰酸钾组 12.31%（8/65）
，

78.46%，P<0.01；化湿活血组并发症发生率 1.54%明显低于高

2

x ＝4.2975，P<0.05（P＝0.038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肛瘘是指肛管直肠与肛门周围皮肤之间的一种异常通道，
其治疗以瘘管切除、开放创口、切开引流或高位挂线等传统治
疗为主，但术后创口愈合时间较长，术后极易导致肛门畸形、

锰酸钾组 12.31%，P<0.05。
总之，自拟化湿活血方能够提高复杂性肛瘘患者术后的临
床疗效，改善症状和体征，促进创口愈合，在提高生存质量和
降低术后并发症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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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37 岁，农民。2010 年 3 月初诊。左眼被篾

般为单侧，少数可双侧同时或先后累及。本病在中医属聚星障。
病机多为风寒或风热之邪外侵，上犯于目，外邪入里化热；或
因肝经伏火，复受风邪，风火相搏，上攻黑睛。过食煎炒五辛，

片戳伤 40 多天，西药少效，红肿发雾至今。视力 0.6，球结膜

致脾胃蕴结湿热，熏蒸黑睛；肝肾阴虚，或热病后阴津亏虚，

轻度充血，角膜条带状灰白色溃疡，眼涩流泪，口干咽燥，大

虚火上炎。本观察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疗效优于对照组，

便干结，苔薄黄，脉弦数。证属阴虚火炎，兼挟外邪。治拟滋

相对于单一西药治疗有很大的优势。

阴降火，佐以祛风，用六味地黄汤加玄参、菊花、蝉衣、决明
子。3 剂后，球结膜充血减，大便亦通，守原方续服 5 剂，眼

参考文献：

涩、流泪、畏光均除。视力达 0.8。原方去决明子，加白术、

[1]廖品正.中医眼科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87

防风。15 剂后，左眼炎症全消，视力达 1.2，治愈。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

讨

论

107

病毒性角膜炎是一常见而又多发的眼科疾病，尤以单纯疱
疹病毒为常见病因，临床上较难治疗，任何年龄均可发生，一

编辑：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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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后伴发
顽固性呃逆 10 例
Treating 10 cases of intractable hiccup accompanying organ 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in integrative medicine
张细球
（通城县中医院，湖北 通城，4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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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临床上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后伴发顽固性呃逆患者 10 例，疗效满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顽固性呃逆；中西医结合治疗；旋覆代赭汤
【Abstract】 Treating 10 cases of intractable hiccup accompanying organ 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in integrative medicine has
a satisfactory effect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Intractable hiccups; Integrative medicine; Xuanfu Daizhe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7
呃逆是临床常见症状，西医称之为隔肌痉挛，常可并发于
多种疾病，如果持续痉挛超过 48h 未停止者，称顽固性呃逆，
对一般药物治疗无效，给患者带来很大痛苦，严重影响生活质

大枣 4 枚，柿蒂 9g，柴胡 10g，陈皮 10g）
。
3

结

10 例患者，治愈 7 例，有效 3 例，无效 0 例，总有效率

量，加重原发疾病。中医认为呃逆指胃气上逆动膈，气逆上冲，
出于喉间，呃呃连声，声短而频，不能自制的一种病证。该病

100%。

证在胃肠病证中较常见，但亦可在心脑病证，肝胆病证，肾膀

4

胱病证中出现，中医治疗效果显著[1]。笔者在临床上运用中西
结合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后伴发顽固性呃逆患者 10 例获得满
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果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于 2008 年 5 月中午收入我科，患者于 10min

前与其丈夫吵架后，心情不爽，自服敌敌畏（量约 20ml）
，急
由其丈夫送入我院急诊科求救，入院时患者口吐白沫，四肢冷，

临床资料

呼之不应，查体 BP：130/80mmHg，神志不清，双侧橦孔针尖

1.1 一般资料

样，双肺可闻及湿啰音，查血清胆碱酯酶活性：10U，证断为

1

10 例患者为本科 2008 年 6 月～2011 年 10 月收治的急性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重度）。入院后予以洗胃，25%硫酸钠

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其中甲胺磷中毒 3 例，敌敌畏中毒 7 例，

60ml，胃管注入导泻，应用特效解毒药，解磷定、阿托品，及

均为口服中毒，男 4 例，女 6 例，年龄 20～65 岁，中毒时间

其它西药综合治疗，患者于 8h 后苏醒，治疗 3d 后，患者病情

15min～0.5h，服毒量 5～20ml，入院后均予以洗胃，导泻及西

稳定，入院第 5d 患者突然出现频繁呃逆，每分钟 40 余次，予

药结合治疗，患者脱离危险，病情稳定，既往无呃逆发作史。

以氯丙嗪肌注无效，遂改用 654-Ⅱ针剂、双侧足三里（得气后）

1.2 临床表现

各 5mg 封闭注射， 2 次/d，中医治疗拟疏肝健脾，和胃降逆，

所有患者在病情稳定后 2～3d 后内突然出现持续不停的顽

药用旋覆花 9g，代赭石 9g，法半夏 10g，党参 15g，生姜 10g，

固性呃逆，每分钟达数 10 次，呃声连连，终日不停，异常痛

炙甘草 6g，大枣 4 枚，柿蒂 9g，柴胡 10g，陈皮 10.g，1 剂/d，

苦。

一剂两煎，混合取汁 200ml，上、下午各服 1 次，治疗第 1d，

1.3 疗效标准

患者呃逆次数和频率明显减少，继续治疗 2d 患者呃逆症状消

治愈：经治疗后呃逆症状消失；有效：症状消失，1 周内
复发，但发作次数明显减少；无效：症状无改善。
2

治疗方法
654-Ⅱ针剂 10mg 分为两份各 5mg，双侧足三里（得气后）

失，观察 1 周未见再发。
5

讨

论

本组患者多因家庭矛盾产生纠纷服毒自杀，必有肝气郁
结，横逆犯胃，加之胃受毒邪浸淫，又经洗胃，吐，泻之攻伐，

封闭注射，2 次/d，然后予以旋覆代赭汤治疗（组成：旋覆花

胃气受伤，传输无力，遂使津凝为痰，浊邪留滞，阻于中焦，

9g，代赭石 9g，法半夏 10g，党参 15g，生姜 10g，炙甘草 6g，

胃气上逆，故呃逆频作，此证病机为中虚气阻，胃气上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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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应疏肝健脾，和胃降逆，方用旋覆代赭汤加减，方中：旋覆

呃逆可分为良性和顽固性两类，顽固性呃逆应积极治疗，

花功擅下气，能化胶结之痰，为治痰阻气逆之要药；代赭石重

西药常以肌肉松驰剂，麻醉剂等来控制症状，有时虽有效，但

坠降逆，长于震摄肝胃之气，助君药降逆下气；半夏祛痰散结，

一停药后易复发，且长期应用，会产生很多副作用，本组患者

降逆和胃；生姜温胃化痰，散寒止呕；柿蒂降逆止呕，专治呃

使用中药口服配合西药穴位注射，疗效显著，方法简单安全可

逆；党参、生姜、炙甘草健脾养胃，以复中虚之气。本方以降

靠，值得在临床上应用。

逆消痰和益气补虚之品同用，降逆气不伤胃，补中不助痰，标
本兼治，虽注意的是方中代赭石性寒质重，宜小剂量使用，以

参考文献：

防犯“虚虚之误”。足三里为足阳明胃经之合穴，具有统治一

[1]田德禄.中医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95

切脾胃疾患的作用[2]。654-2 注射液能有效解除胃肠平滑肌及

[2]王明.临证一得[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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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柴胡汤合大承气汤加减治疗急性胆囊炎 36 例
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6 cases of acute cholecystitis by
the Dachaih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Dachengqi decoction
徐喜玲
（郑州市中原区国棉四厂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5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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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探讨大柴胡汤合大承气汤加减治疗急性胆囊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2 例急性胆囊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及观察组各 36 例，对照组给予抗生素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大柴胡汤合大承气汤加减治疗，对比两组疗效及不良反
应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97.22%优于对照组的 77.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症状消失时间短于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结论：大柴胡汤合大承气汤加减治疗急性胆囊炎可明显缩短病
程，提高临床疗效，无明显毒副作用，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广。
【关键词】 大柴胡汤；大承气汤；急性胆囊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Dachaih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Dachengqi decoction in treating

acute cholecystitis. Methods: 72 patients of acute cholecyst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ntibiotics,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Dachaih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Dachengqi decoction besides.
The incidence rates of side effect in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7.22%,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7.78% (P<0.05). The vanishing time of symptoms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No side effects were detected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the Dachaih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Dachengqi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acute cholecystitis, worth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Dachaihu decoction; Dachengqi decoction; Acute cholecyst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8
急性胆囊炎是一种临床常见急重性疾病，其发病率因近年

1.1.1 对照组

来我国饮食结构改变有增高的趋势。为探讨大柴胡汤合大承气

男 21 例，女 15 例；年龄在 24～70 岁之间，平均（47.2

汤加减治疗急性胆囊炎的临床疗效，笔者以其治疗急性胆囊炎

±8.7）岁；病程在 1～46h 之间，平均（23.2±5.1）h；有发热

患者 36 例，疗效颇佳，现总结报道如下。

症状者 13 例，白细胞计数平均（12.3±2.6）×109/L。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1 年 8 月～2012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72 例急性胆囊炎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各 36 例，均依据诊断标准确诊。

1.1.2 观察组
男 23 例，女 13 例；年龄在 26～70 岁之间，平均（47.4
±8.6）岁；病程在 1～51h 之间，平均（23.4±5.3）h；有发热
症状者 14 例，白细胞计数平均（12.5±2.5）×109/L。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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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诊断标准

沙 15g；伴恶心、呕吐者加藿香 12g，苍术 12g。1 剂/d，水煎

综合患者症状、体征及超声、CT、MRI 等影像学检查符

600ml 后去渣再煎至 400ml 分早晚两次温服。两组均 7d 为 1

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11 版）》[1]中关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对比两组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并记

于急性胆囊炎的诊断标准。

录症状消失时间。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1.5 疗效判定
以治疗结束时的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依据相关文献[2]制

纳入标准：①年龄≤70 岁；②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①伴有直径≥0.5cm 结石；②伴有腹膜炎、急性梗阻性化脓性

定疗效标准：治愈：症状、体征完全消失，辅助检查恢复正常；

胆管炎、胆囊肿瘤、急性坏疽性胆囊炎等并发症；③有其他脏

显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辅助检查基本恢复正常；有效：症

器严重疾病；④妊娠期妇女；⑤过敏体质。

状、体征基本消失，辅助检查有所改善；无效：未达到最低有

1.4 治疗方法

效标准或病情恶化进行手术治疗。治愈、显效和有效之和为总
有效。

所有患者均给予嘱流质、清淡饮食、卧床休息等一般治疗，

1.6 统计学方法

在此基础上对照组给予抗生素治疗：①头孢哌酮舒巴坦针（辉

所得数据应用 SPSSl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20597）3g 加入 250ml 生理盐
水中静脉滴注，12h/次；②奥硝唑（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²

国药准字 H20040104）0.5g 加入 250ml 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

检验，P>0.05 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12h/次。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大柴胡汤合大承气汤

义，P<0.01 为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加减治疗，基础方：柴胡 15g，黄芩 15g，芍药 12g，半夏 9g，

2

大黄（后下）15g，芒硝溶服 12g，枳实 15g，厚朴 12g，生姜

结

果

2.1 疗效对比

15g，大枣 5 枚；随症加减：伴发热者加黄柏 12g，滑石 15g；

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具体疗效对比数据见表 1。

伴黄疸者加茵陈 15g，黄芩 12g；伴肾砂者加金钱草 15g，海金
表 1 两组疗效对比（n）
组别

总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36

14

8

6

8

28（77.78）

观察组

36

20

10

5

1

35（97.22）*

注：观察组总有效率 97.22%优于对照组的 77.78%，x²＝4.5714，*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症状消失时间对比
对照组自开始治疗至症状消失平均时间为（5.7±0.9）d，

热退黄。本组数据显示，给予此方剂治疗的观察组总有效率高
达 97.22%，疗效颇佳，且观察组患者自开始治疗至症状消失平

观察组自开始治疗至症状消失平均时间为（3.5±0.8）d，两组

均时间为（3.5±0.8）d，见效迅速，明显优于对照组。同时，

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t＝10.9620，P<0.01）
。

观察组未出现明显药物不良反应，说明此方无明显毒副作用。

2.3 不良反应

现代药学研究证明：大柴胡汤具有较为明显的抗感染、解热镇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发现明显药物相关不良反应。
3

讨

论

痛、解痉止痛、保肝利胆等作用[4]；大承气汤具有良好的杀菌、
抑菌、抗炎的药理作用[5]，从现代医学角度证明了大柴胡汤合
大承气汤的确切疗效。

急性胆囊炎是指因胆囊细菌感染、出口梗阻等原因造成的

总之，大柴胡汤合大承气汤加减治疗急性胆囊炎可明显缩

胆囊壁水肿、胆囊扩张、化脓等胆囊急性炎症病变[2]，目前现

短病程，提高临床疗效，无明显毒副作用，值得临床进一步研

代医学对其治疗主要以抗生素药物控制感染为主，仅在治疗不

究推广。

佳或急性进展时选择手术治疗。从本组数据可发现，给予抗感
染药物治疗的对照组总有效率仅 77.78%，疗效欠佳，且自开始
治疗至症状消失平均时间为（5.7±0.9）d，见效较慢。
急性胆囊炎在中医学中以其主要临床表现分别属于“胁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
指南(2011 版)[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11,10(1):9-13

痛”
、
“黄疸”等病，其多因肝郁气机不畅，肝络失和，湿热之

[2]郭爱莲.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胆囊炎的临床分析[J].中国医药科学,2012,

邪蕴结于肝胆，气滞、湿热相互作用导致气郁化火、肝胆疏泄

2(1):118-147

失常而发病[3]，故对其治疗应以疏肝泄热、利胆退黄为主。大

[3]胡瑾.大柴胡汤合大承气汤加减治疗急性胆囊炎 32 例[J].甘肃中医,2011,

柴胡汤是《金匮要略》中治疗少阳、阳明合病之经典方剂，大

24(4):25-26

承气汤为《伤寒论》中治疗阳明腑实证之名方，二者相合，以

[4]钟立仁,蓝登科.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胆囊炎的临床观察[J].河北医学,

柴胡和解少阳为君，以黄芩清少阳热邪、大黄、芒硝相须为用

2011,17(4):464-465

荡涤肠胃逐阳明热结为臣，枳实、芍药行气散结、缓急止痛，

[5]齐伟.大承气汤临床应用与药理作用[J].中国中医药咨讯,2011,3(17):328

半夏、生姜降逆止呕，俱为佐药，而生姜与大枣同用调营卫和
诸药为使，诸药共用，可外解少阳、峻下热结，疏肝利胆、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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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琪教授治疗 IgA 肾病经验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IgA nephropathy by Professor ZHANG Lin-qi
肖 东 张琳琪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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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张琳琪教授治疗 IgA 肾病的经验。导师在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中医辨证论治方法,
临床医治了无数患者, 疗效令人满意。
【关键词】 中医师；张琳琪；成人；IgA 肾病/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talks about the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IgA nephropathy by Professor ZHANG Lin-qi. Professor
ZHANG worked out a set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thod. Many patients were cured. The method has a satisfactory effect.
【Keywords】 TCM doctor; ZHANG Lin-qi; Adults; IgA nephropathy/ TCM therapeutic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39
张琳琪教授为河南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主任

脉濡数或滑数。治以行气健脾助运，清热活血利湿。方拟藿香

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内科教学、临床、科研近 30 年，勤求古

正气散合小蓟饮子加减：藿香、泽兰、半夏各 9g，豆蔻仁（后

训，师古而不拘泥于古，造诣深厚，对 IgA 肾病（IgAN）
、紫

下）3g，赤苓 12g，白术 15g，薏苡仁 30g，积雪草 30g，小蓟

癜性肾炎、乙肝相关性肾炎、狼疮性肾炎等多种肾脏疾病的治

20g，生地 15g，生蒲黄（包）9g，地榆 30g。车前子（包）30g，

疗具有独到见解。现将导师治疗 IgAN 的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白花蛇舌草 30g。

IgAN 又称 Berer 病，肾活检免疫病理学检查在肾小球系膜

导师认为，水湿为患，其本在肾，其制在脾，其标为肺，

区有以 IgA 为主的颗粒样沉积，同时有系膜细胞增生、基质增

故水湿为病，与肺脾肾三脏有密切关系。故临证必须辨证施治。

多的肾小球肾炎，临床上以血尿为主要表现，是导致终末期肾

以下焦湿热湿滞肠胃为主证者，治以健脾化湿，理气活血，兼

功能衰竭的一个主要原因。西医目前仍无特异性有效的治疗药

以利水通淋，则湿浊内化，清升浊降，气机畅通，水湿运化正

物，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不断开展，中医对 IgAN 有了

常，诸证愈矣。

新的认识，治疗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张琳琪教授对 IgA 肾病
摸索出一套有效的中医辨证论治方法，
将 IgA 肾病分为急性期、
慢性期两个阶段，急性期有风热上扰型和下焦湿热型；慢性期

2

慢性期

2.1 气虚挟瘀型

有气虚挟瘀型和阴虚挟瘀型。慢性期“祛瘀止血”是其关键的

主证为神疲乏力，面色无华，腰酸膝软，持续镜下血尿。

治疗方法。根据“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在急性期或清热解毒

舌淡紫苔薄少津，脉细数，治以补气滋阴，凉血活血。方拟四

或清利湿热或芳香化湿的方剂，可迅速控制症状，达到邪去正

物汤合四君子汤加减：党参、丹参各 30g，白术 15g，黄芪 30g，

自安目的，临床疗效显著。

炒栀子 9g，桃仁 9g，茜草 15g，当归 12g，川芎 15g，山萸肉

1

急性期

15g，生蒲黄（包）12g，马鞭草、生地榆各 30g，甘草 6g。
2.2 阴虚挟瘀型

1.1 风热上扰型
主证为发热（高热或轻微发热），咽痛，咳嗽，心胸烦热，

主证为口干咽痛，心烦，手足心热，盗汗，腰酸，腰痛，
舌尖红苔薄少津，脉细数，持续镜下血尿。治以滋阴活血，凉

或见头痛目赤，口干口苦，尿赤或肉眼血尿，舌红，苔薄黄，

血止血。方拟知柏地黄汤合四物汤加减：生地 15g，赤苓 12g，

脉浮数。治以疏风清热凉血。方拟银翘散合小蓟饮子加减：金

玄参、当归各 12g，女贞子、墨旱莲各 15g，知母、黄柏各 9g，

银花 30g，连翘 15g，淡豆豉、荆芥、牛蒡子各 9g，桔梗 4.5g，

山茱萸 15g，桃仁、川芎各 9g，马鞭草 30g，小蓟 15g，生蒲

鱼腥草 30g，菊花 15g，小蓟 15g，藕节、白茅根各 25g，生地

黄（包）12g，紫草 12g。

黄 15g，石韦 30g，蒲黄 12g。

导师认为，
“久漏宜通”。瘀血阻滞脉络以致血不循经而外

导师认为，此型多见于 2 种情况，一是首次发病，以上感

溢，只有祛除瘀血，方能引血归经。故治疗 IgA 肾病不能见血

为先驱症状，随后出现血尿（或）及蛋白尿；二是原有 IgA 肾

止血，即所谓“祛瘀生新，气行路通”
，
“蓄血去，瘀热清，诸

病史，因气候变化或劳累过度而使病情复发或加重。无论哪种

症自平”
。祛瘀止血是治疗 IgA 肾病血尿的主要治则。

情况，都应遵循“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先疏风解表，清热利
咽，在积极控制外感的情况下，兼治以健脾益肾，凉血止血。
1.2 下焦（胃肠）湿热型

3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27 岁。间歇性肉眼血尿，持续性镜下血尿 2

主证为症见泻下急迫或泻而不爽，口苦口粘或脘闷腹痛，
纳呆，口苦，小便黄赤或频涩或肉眼血尿，舌质红，苔黄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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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琳教授治疗变应性皮肤血管炎湿热瘀滞证的
经验举隅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ZHANG Xiao-lin for treating Shire Yuzhi symptoms of
allergic cutaneous angiitis
陈书宇 张晓琳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中图分类号：R322.1+2

哈尔滨，1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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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晓琳教授对变应性皮肤血管炎湿热瘀滞证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在辨证施治思想的基础上，采取清热利湿，
化瘀散结为治疗原则，结合中医的整体观念，促使结节消退，缓解疼痛，患处愈合，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效果确切，疗效显著，
无毒副作用。
【关键词】 变应性皮肤血管炎；湿热瘀滞证；经验
【Abstract】 Professor ZHANG Xiao-lin has copious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Shire Yuzhi symptoms of allergic cutaneous
angiitis. She takes the principles of Qingre Lishi and Huayu Sanjie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combines with the
integer concept to promote the fadeaway of tuberculum and enhance the disease resistance of the body, significant in efficacy and without
side effects.
【Keywords】 Allergic cutaneous angiitis; Shire Yuzhi symptoms;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0
变应性皮肤血管炎是一种主要累及真皮浅层小血管及毛

中多为风热、热毒或血热为患，热灼血络，营阴受损，气血不

细血管的炎症性皮肤病，其特征为下肢以紫癜、溃疡和结节为

通，脉络瘀滞而致病。临床上分风热狭湿型和血热狭瘀型，治

主的多形性皮损[1]。皮损早期为红斑、丘疹或为风团样损害，

疗以清热疏风、化湿通络和清热凉血、活血化瘀为主。张晓琳

进而发展为水疱、血疱、结节、坏死及溃疡等多种形态，自觉

教授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认为该病湿热瘀滞证为内有湿热，

轻度瘙痒、灼热、疼痛。好发于下肢，亦可见于上肢和躯干，

外有风湿热之邪入络。痹阻经络，气血凝滞，而产生结节、紫

常呈对称性分布。皮损消退后留下色素沉着或有萎缩性瘢痕抑

癜；郁久化热成毒，产生坏死、溃疡。治疗上宜辨证论治，从

或不留痕迹。本病除皮肤黏膜受累外，少数病例内脏受累而出

整体入手，清热利湿，活血化瘀散结，兼以健脾补肾。

现相应症状，尤其累及肾和肺。
变应性皮肤血管炎目前病因不明，可能的致病因子有感
染、药物、肿瘤、化学物质等，发病机制与Ⅲ型超敏反应有关。

1

病案 1
患者甲，女，38 岁，右下肢紫斑，结节，伴瘙痒、灼热疼

西医治疗主要是应用激素和细胞毒性药物，而经过历年研究发

痛 1 个月，近 1 周病情加重，小腿溃疡，伴身热不扬，纳呆腹

现中医辨证治疗有一定的特色，常可收到良好的效果。变应性

胀，大便黏腻不爽，睡眠欠佳，手足不温，腰酸痛。舌质红，

皮肤血管炎中医没有明确的病名记载，一般认为可归属于中医

苔黄，脉滑数。体格检查一般状态可，系统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梅核火丹”
、
“瘀血流注”、
“瓜藤缠”等范畴。
《灵枢》说：
“有

皮肤科检查：右小腿可见大小约 8cm×10cm 紫色斑块，斑块

一脉生数十病者，或痛、或热、或寒、或痹，……变化无穷，

上可见散在皮下淤血，胫骨内侧的斑块上可见约 2cm×2cm 溃

此皆邪气所生也。”说明变应性皮肤血管炎的发病与邪有紧密

疡面，部分溃疡面结痂。血常规检查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增

的联系，因邪而致瘀。

多，血沉增快。尿常规正常。诊断：变应性皮肤血管炎。治疗

各位医家对该病的治疗有不同的原则。如奚九一 医生强

原则：清热利湿，化瘀散结。处方：黄柏 10g，白鲜皮 10g，

调不能单纯从血瘀的表象出发，应溯本求源，总结出变应性皮

苍术 10g，土茯苓 20g，生地 20g，牡丹皮 10g，赤芍 10g，连

肤血管炎“因虚招邪，因邪致瘀，因瘀致损”的病理演变规律，

翘 25g，三七 3g，牛膝 25g，鸡血藤 30g，酸枣仁 20g，仙茅

[2]

在治疗上应分清疾病的虚实变化，分期论治。急性期以祛邪为

15g，炒白术 20g，薏苡仁 30g，山药 20g。7 付水煎服，1 付/d，

主；好转缓解期以扶正化瘀为主，兼清余邪；恢复稳定期以扶

早晚温服。溃疡面用医院自制全蝎膏油纱条外敷，每天换药 1

正固本为主，兼以活血化瘀。张池金[3]医生认为本病发病过程

次。二诊：溃疡面缩小，明显紫斑部分消退，无新发皮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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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变软，疼痛减轻，瘙痒消失，睡眠稍改善。处方：上方减白

复发作，不易好转。湿蕴化热，热迫血妄行，血不归于脉中；

鲜皮，加夜交藤 30g。14 付水煎服，1 付/d，早晚温服。溃疡

脾气虚弱，不能统摄血液，而出现紫斑、血疱。脾失键运，水

处继续外敷油纱条。三诊：溃疡愈合，紫斑颜色变淡，面积缩

液内停，故下肢肿胀，关节不利疼痛。并根据五行原理，采用

小，结节消失，睡眠改善，大便正常，舌红，苔薄白，脉滑。

益火补土法、培土制水法，以健脾利湿消肿。
《素问•至真要大

处方：上方减山药、土茯苓、赤芍，加仙鹤草 10g，杜仲 10g。

论》说：
“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
”方中：黄柏、白

7 付水煎服，1 付/d，早晚温服。四诊：右下肢留有色素沉着斑，

鲜皮、苍术清热燥湿；土茯苓解毒除湿，通利关节；金银花、

无瘙痒疼痛，血常规检查正常，患者要求巩固一周。处方：上

连翘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生地、牡丹皮、赤芍清热凉血，活

方减酸枣仁。7 付水煎服，1 付/d，早晚温服。1 个月后随访病

血祛瘀止痛；三七、川芎、当归等活血行气止痛；鸡血藤等行

人，无复发。

血补血，舒筋活络；酸枣仁宁心安神；茯苓、薏苡仁健脾利水

2

病案 2
患者乙，男，26 岁，经病理诊断为变应性皮肤血管炎，双

渗湿；白术、山药等益气健脾。藤类药物具有通经活络、活血
等功效，可以抵制湿邪的重浊粘腻之性，如《饮片新参》中记
载鸡血藤“去瘀血，生新血，流利经脉。治暑痧，风血痹症”
。

下肢及踝部皮疹有糜烂、破溃、渗出、结痂，小腿肿胀，右下

本病多发生在下肢部位，有向下的趋势，故运用药性有向下趋

肢胫前有环状斑块，大便日行数次，疲劳乏力，盗汗。舌红，

势的药物，如牛膝，泽泻。张教授认为运用中医的整体观，辨

苔黄腻，脉弦滑数。诊断：变应性皮肤血管炎。治疗原则：清

证论治，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可使患者在有效的时间内，到

热利湿，补气化瘀散结。处方：黄柏，黄芪，金银花，牡丹皮，

达最佳疗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复发。

赤芍，牛膝，泽泻，土茯苓，鸡血藤，三七，川芎，当归，茯
苓，炒白术，泽泻，杜仲，熟地，黄精，麦冬各一袋（天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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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临床上像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举此两例。
3

讨

论

本病患者多为紫癜性丘疹，结节，多有渗液，破溃，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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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皮肤病及乳腺病的研究。

授认为湿邪为首邪。机体内素有湿热，湿邪困脾，脾阳不足，
脾气不运，又外邪内侵，外湿引动内湿，出现丘疹、结节、渗
液、溃疡。湿邪重着黏腻，且湿邪趋下，故多方生在下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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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 次查尿中红细胞位相畸形红细胞均在 80%以上。2011 年

令人满意。导师认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对病程长者，以气

7 月 12 日经肾活检确诊为 IgAN。诊见恶寒轻发热重，咽干咽

虚挟瘀型或阴虚挟瘀型多见，故“祛瘀止血”是关键的治疗方

痛，伴心胸烦热，大便偏干，口舌生疮，舌红、苔黄，脉数。

法，对系膜细胞增生患者则重在清热解毒；对局灶性、节段性

肉眼血尿，无尿频、尿急、尿痛。检查咽部无充血，扁桃体轻

肾小球硬化患者重在活血化瘀。祛瘀止血之中药可选用大小

度肿大。尿常规检查红细胞 3＋，血常规正常，西医诊断 IgA

蓟、益母草、积雪草、鬼箭羽，生蒲黄、茜草、泽兰等。在急

肾病。中医诊断尿血。治以疏风清热，凉血止血。方拟银翘散

性感染时，应根据“急则治其标”的原则，给予清热解毒或芳

合小蓟饮子加减：金银花 20g，连翘 12g，淡豆豉、荆芥、牛

香化湿、清利湿热的方剂，迅速控制上呼吸道或肠道或泌尿道

蒡子各 9g，桔梗 5g，桑叶 25g，菊花 15g，小蓟 15g，藕节、

感染，可减少抗原的侵入，明显改善血尿及蛋白尿，有利于病

白茅根各 25g，生地黄 15g，石韦 30g，蒲黄 12g。7 剂，1 剂/d，

情缓解，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另外，必须重视患者全身阴阳

水煎 2 次，早晚分服。服药后诸症明显减轻。尿常规复查红细

平衡及脏腑功能协调，提高机体免疫力，改善患者体质，以扶

胞 1＋。后以知柏地黄汤合二至丸加减治疗，调治月余，尿常

正祛邪。对于少数出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则针对不同情况，

规复查红细胞一个。追踪观察年余，未发现肉眼血尿。多次复

辨证施治，健脾益肾，活血化瘀，延缓肾功能衰退。

查尿常规红细胞在 0～4 个之间。
4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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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A 肾病近年来发病率较高，导师在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
摸索出了一套中医辨证论治方法，临床医治了无数患者，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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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结肠透析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renal function failure in
TCM colon dislysis
姚书东 1 王泽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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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结肠透析对早中期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疗效。方法：52 例患者随机分为 A（对照组）
、B（治疗组）
，
每组 26 例。两组均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予中药结肠透析，疗程为 14d，观察治疗前后血肌酐（Scr）
、血尿素氮
（BUN）的变化。结果：两组患者的血肌酐（Scr）、血尿素氮（BUN）均有下降，治疗组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中药
结肠透析对早中期慢性肾衰竭有较好疗效。
【关键词】 中药结肠透析；慢性肾功能衰竭；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colon dislysis on treating early metaphase of chronic renal function
failure. Methods: 5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6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colon dislysis more for 14 days. The variations of Scr and BU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ontents of Scr and BUN in both groups decreased, and the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nclusion: TCM colon dislysis had good efficacy on treating early metaphase of chronic renal function failure.
【Keywords】 TCM colon dislysis; Chronic renal function failure;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1
慢性肾功能衰竭（CRF）是由各种慢性肾病不断发展恶化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进行常规治疗，包括：①低盐低脂优质

造成的严重肾单位损害，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如不能进

低蛋白、高钙低磷饮食，补充必需氨基酸。②及时纠正酸碱失

行有效的治疗，大量代谢物不能有效排泄，晚期会造成尿毒症

衡及水与电解质紊乱。③积极控制血压、血糖。B 组在常规治

进而危及生命。从慢性肾功能衰竭发展到尿毒症要经历一定的

疗基础上予中药结肠透析治疗。分 2 个步骤：①嘱患者排尽大

过程，如何延缓的疾病的进程是当前肾病临床急需解决的问

便后清洁灌肠；②进行人工高位结肠透析，药液温度在 37℃～

题。结肠具有排泄和吸收的功能，中药结肠透析因其无创伤、

39℃，保留 30～45min，每天早晚各 1 次，14d 为 1 个疗程。

费用低而越来越受到关注。该研究就是使用中药对早、中期肾

中药组成：生大黄 20g，白茅根 30g，荷叶 30g，牡蛎 15g，龙

衰竭进行结肠透析治疗，并观察其疗效。

骨 15g，丹参 15g，当归 15g，甘草 10g，水煎 100ml。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病例纳入标准：经临床诊断符合第七版内科学 CRF 的诊

1.4 观察指标
治疗疗程前后检测并观察血肌酐（Scr）
、血尿素氮（BUN）
的变化。
1.5 统计学方法

断标准，且血肌酐在 133～442umol/L 之间的患者，具备以下

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x ± s ）

条件可纳入：①无肠道及肛门病变，且近期无肠道内及肛区出

表示，采用 t 检验。等级资料用 Ridi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

血者；②无严重的心力衰竭及合并感染者；③无严重的水、电

统计学意义。

解质、酸碱平衡紊乱者。病例排除标准：①不能完成规定治疗
时间者；②中途因其他疾病（如外伤、感染等）病情加重者；
③因体质差异不能耐受治疗者；④依从性差，中途退出实验者；
⑤中途进行血液透析者。
1.2 临床资料

2

结

果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BUN、Scr 比较（ x ± s ）
组别

Scr（u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317.5±102.3

14.83±5.57

265.6±98.3*

11.83±3.98*

2011 年 3 月～2012 年 9 月期间在贵阳中医二附院泌尿科
就诊的并符合纳入标准的 CRF 患者共 52 例，其中男 31 例，
女 21 例。糖尿病肾病 16 例，高血压肾损害 20 例，慢性肾小
球肾炎 12 例，多囊肾 4 例。血肌酐均在 133～442umol/L 之间。
根据就诊顺序将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A 组）、中药结肠
透析组（B 组）
，每组各 26 例。
1.3 治疗方法

B组

BUN（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305.03±116.48

16.13±6.11

214.63±97.09**

9.60±4.29**

▲

▲

注：同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P<0.01；同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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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治疗前 BUN、Scr 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

伤正，且含丰富的碳酸钙，能抑酸、降低血磷。全方共奏清热

治疗后，两组患者 BUN、Scr 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其差异具

解毒祛淤之功，达到祛邪扶正的目的，并收到了良好效果。我

有显著意义（P<0.05、0.01）
。治疗后，B 组 BUN、Scr 水平较

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且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费用

A 组明显下降，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
。

均较高，尚未能广泛普及，中药结肠透析以其操作方便、价格

3

讨

低廉，安全有效的优势在 CRF 的早中期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

论

前景。

慢性肾功能衰竭（CRF）是由各种慢性肾脏损害不断发展
的共同转归，是大量代谢产物不能及时清除而引起较复杂的临
床综合征。慢性肾衰时，肠道尿素的排出量从正常总量的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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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使肠源性氮质减少 。中药结肠透析可通过肺与大肠相
表里，肺主气、朝百脉之功能，有输布精微等物质以濡养五脏
六腑、四肢百骸的作用，药液随气血散布全身，以达到整体调

结合肾病杂志,2007,8(12):72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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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安神，改善高凝状态，减少肾脏细胞凋亡，从而延缓肾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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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龙骨固涩敛阴，与大黄合用，可使大便溏而不泄，利不

朱明军教授运用五行理论治疗心悸病例总结
Case summary of Professor ZHU Ming-jun on treating
cardiopalmus with fiv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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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悸可由心脏引起，也可由它脏引起，与肝、肺、脾、肾等关系密切。朱明军教授认为“五脏皆令人悸，非独心
也”，治心而不应泥于心之一脏，当重视诸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五行理论指导辨证，灵活用药，疗效明显。
【关键词】 朱明军；五行；心悸；经验
【Abstract】 Professor ZHU Ming-jun uses 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symptoms and signs to treat
cardiopalmus and achieves significant efficacy.
【Keywords】 ZHU Ming-jun; Five elements; Cardiopalmus;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2
朱明军教授从事医研二十余载，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

生或相克关系。这种关系维系着心脏五行系统之间脏气协调平

病为其专长，其中在运用中医五行理论治疗心悸方面，辨证准

衡，一旦心的功能失调或其它四脏中任一脏功能失调，均可发

确，灵活选方，常常收到很好的临床疗效。

生病变，或在本脏，或相互传变，这为心病连及四脏，或四脏

自先秦时期《洪范》明确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汉代人作《洪范五行传》，以五行
为模式和其间的承受关系，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思辨系统。
1

心与四脏之间的五行生克关系

有病及心奠定了五行母子、乘侮传变的基础。
《素问•六微旨大论篇》
：
“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
，
是指五行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化生，以维持五脏平衡协调的关
系[1]。五脏功能时时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并在这种平衡中
进行有序的运转。运动过程的平衡畅达状态就是人体的正常健

心，五行属火。对于心脏而言，生我者肝木为母；我生者

康状态。如果这一运动机制出现了不平衡性，比如说“肝木过

脾土为子；为肾水所胜；为肺金所不胜，亦可分别构成三脏相

盛”
、
“肾水不足”等情况，又或者在流转中出现了某种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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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心（火）肾（水）不交”等情况，则人体也就形成疾

心烦热，舌红少津，脉细数，为肾阴虚，水火不济，发为心悸，

病状态。

当滋阴养精补肾，安神定悸，方用六味地黄丸合黄连阿胶汤。

心与其它四脏的关系：①心与肺：体现在气与血、血液循

朱明军教授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脏腑之间相互

环与呼吸运动的关系，气虚则血虚，不养心神，发为心悸；②

滋生，相互制约，而患病之后也互相传变，因此在治疗上，不

心与脾：体现在血液的生长和运行方面，脾虚气血生化不足，

仅要重视心之一脏的阴阳盛衰，更要注意全身各脏腑之阴阳盛

不养心神，发为心悸；心与肝：体现在血液的运行和精神情志

衰情况。在治疗上应视脏腑病变情况的不同，调理阴阳之盛衰，

方面，心肝血虚见心悸、失眠、多梦、眩晕、肢体麻木，心肝

舒畅气血之瘀滞，使阴平阳秘，动悸得安。

火旺见面红目赤、急躁易怒、心烦不寐；③心与肾：体现在心

病案举例：患者甲，女，60 岁，2012 年 4 月 10 日初诊。

肾相交，又叫水火既济，心火下行至肾，以温肾水，使肾水不

患者平素性格急躁，2 年前出现双目干涩，不能流泪，在当地

寒，肾水上行至心，资助心阴以涵养心阳，使心火不亢，心肾

医院诊为“干眼症”，在北京多家医院诊治，运用人工泪液及

不交或水火不济，见心烦不寐、心悸、健忘、腰膝酸软等。

多种滴眼液未见减轻，半年前无诱因出现心慌，呈发作性，伴

“母病及子”在《灵枢•病传》即有记载：
“病先发于肾，……

失眠，故来我心内科求治，查舌红少苔，脉细数，诊为“肝肾

三日而之肝”，其证候在《素问•标本病传论篇》中：“肾病少

阴虚，心神失养”
，方用杞菊地黄丸加减，用药如下：茵陈 30g，

腹腰脊胫酸……三日两胁支痛”。医家叶天士认为“肝为风脏，

黄芩 15g，枸杞子 15g，菊花 15g，生地黄 15g，泽泻 15g，牡

因精血虚衰，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风偏亢，内风时起”，

丹皮 15g，夏枯草 18g，神曲 20g，葛根 20g，石斛 20g，甘草

揭示内风由水不涵木母病及子所致的本虚标实证[2]。在《临证

12g，山药 20g，茯苓 15g，上药 7 剂，水煎服，1 剂/d。1 周后

指南医案》中有医案记载：“周，三四……又，每下午戍亥少

复诊，诉心慌、失眠减轻，双目干涩减轻，守上方加牛膝，调

阴厥阴龙相火上越，络中之血随气火上升，考五行之中，无形

葛根 30g，石斛 30g，再服 7 剂。4 月 24 日复诊，诉心悸失眠

有声类如风火，此皆情志之变动，必须阳潜阴固，方免反复也。

明显减轻，心悸明显发作次数减少，双目干涩感明显减轻。上

人参、河车、大熟地、五味、炒杞子、茯苓、炒牛膝。”少阴

方不变再服 14 剂，诸症皆消。

虚在肾则龙火出，厥阴亏在肝则雷火腾，此属五行母子相及迫
血妄行的吐血案例。药用河车、五味、炒祀子滋补肝肾之阴而
阳潜火平；人参、茯苓补脾土而摄血，牛膝引血下行，诸药合

3

讨

论

朱明军教授认为该患者为一老年女性，常年操劳致肾阴

用而血能平止 。张兆元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及肝脏生理作

虚，水不涵木，而木少荣养，肝开窍于目，肝阴亏而不养目窍，

用和与其它脏腑的相互关系，从治肝入手，运用柔肝理气方法

故见双目干涩，母虚则子虚，肝阴虚致心阴虚，阴血亏少，不

[3]

治疗心律失常效果明显 。浦家祚教授认为心肝血虚、心肝火

养心神，则心动悸不安，阴消则阳长，阴虚则火旺，火邪炎上，

旺、肝郁血虚、心血瘀阻、痰火扰心、阴虚火旺均可引起心悸，

扰乱心神也见心悸。是母病传子，治当标本兼治，补母泻子，

在治疗心悸的过程中，从肝论治，主张以疏肝理气为主，结合

方用杞菊地黄丸以滋肾养肝，清头明目，用茵沉清肝热，并伍

养血柔肝、清肝泻火、豁痰安神、活血化瘀、滋阴清热等治法，

黄芩，配葛根石斛滋阴清热，神曲和胃，甘草调和诸药，诸药

[4]

[5]

临床疗效满意 。
2

朱明军教授认为
“五脏皆令人悸，非独心也。”心脏与四脏的关系：肺朝

合用，1 周诸症皆减，二次复诊时，增加葛根石斛用量，并加
用川牛膝以引药下行，四诊后，诸症皆消。本例病案即为母病
传子，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肾、肝、心三脏母子相传，
三脏同治。

百脉和肺气的敷布与调节实现气帅血行，能促进心主血脉；从

朱明军教授认为“五脏皆令人悸，非独心也”，心为君主

肺来讲，若患者平素少气乏力，胸闷，动则气喘，易汗出，易

之官，统领四脏，同时四脏也反过来影响心脏，治心而不应泥

感冒，为肺气虚，则肺朝百脉和肺气之敷布功能减弱，气虚致

于心之一脏，当用整体观念辨证治疗灵活用药，方可取效。

血运不畅发为心悸，治当益肺气，养心安神，方用生脉饮。脾
主统血，又为气血生化之源，则血液充盈而心有所养；然“胃
常有余，脾常不足”，若平素面色晄白，纳差，兼见舌淡红脉

参考文献：
[1]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70

细弱为“脾气不足”，心火不生脾土，见子盗母气，当补脾养

[2]戴永生.从系统方法看肝脏病机五星传变模式[J].中医药学刊,2006,8(8):1439

心，用归脾汤以补血养心，益气安神；若心悸伴呃逆，纳差，

[3]戴永生,傅捷.《临证指南医案》五行辨证案例探析[J].世界中医药学刊,

嗳气厌食，口气酸腐，为“胃常有余”
，当“以降为顺”
，用保

2008,1(1):35

和汤加酸枣仁、远志、珍珠粉以消食导滞，安神定悸。肝主疏

[4]张兆元.治肝法临床治疗举隅[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7,6:82-83

泄，调畅情志，心情开朗利于心之神志清明，若平素情志抑郁，

[5]郭闫葵.浦家祚教授辨证治心悸经验举隅[J].中国中医急症,2011,8(8):1243

久郁化火肝之疏泄失常，平素急躁易怒，口苦，肝火上炎于心，

作者简介：

心火亦旺，发为心悸，为母病传子，治用丹栀逍遥丸加茵陈、
藿香、佩兰等；肝藏血有利于心主行血功能，肝血虚则血不养
心也可发为心悸。而肾水上升，可使心火不亢，与心火下降于
肾，共同实现水火心肾既济。若见老年人，伴见腰膝酸软，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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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知柏地黄汤治疗更年期综合征 80 例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0 cases of menopausal syndrome with
modified Zhibai Dihuang decoction
刘瑞娣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医院，北京，100076）
中图分类号：R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69-01

【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知柏地黄汤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疗效。方法：选取 160 例更年期综合征患者，以知柏地黄汤和西
医对照治疗比较。结果：治疗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96.25%，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对照组少。结论：本方具有滋补肝肾，柔肝安神之
功，对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疗效确切。
【关键词】 知柏地黄汤；加味；更年期综合征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modified Zhibai Dihua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menopausal syndrome.
Methods:16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treated with modified Zhibai Dihuang decoction and western medicine respectively.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6.25%, with lower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Conclusion: Modified
Zhibai Dihuang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menopausal syndrome.
【Keywords】 Zhibai Dihuang decoction; Modified; Menopausal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3
更年期综合征是妇女绝经前后的常见病，是女性卵巢功能

①显效：月经正常或绝止，烘热出汗，情志异常等症状消

逐渐衰退至完全消失的过渡时期出现的一系列内分泌失调和

除，治疗组 37 例，对照组 27 例；②有效：月经紊乱，烘热面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自 2011 年 2 月～2012 年 12 月运用

红，情绪激动等症状减轻，治疗组 40 例，对照组 35 例；③无

加味知柏地黄汤辨证治疗本病 80 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效：诸证无变化，治疗组 3 例，对照组 18 例。治疗组总有效

1

一般资料

率 96.25%。对照组总有效率 77.5%。
3.2 不良反应

选择 2011 年 2 月～2012 年 12 月来我院诊治的更年期综合

对照组出现 3 例因骨质疏松明显者加服维生素 D 及钙片导

征患者 160 例，随机将其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 80 例，

致骨骼硬化；出现 2 例高血压及“假性心绞痛”患者；而治疗

年龄 41～57 岁，平均 50 岁；绝经期 35 例，绝经后 45 例。对

组未发现任何不良反应。

照组 80 例，年龄 43～58 岁，平均 51.5 岁；绝经期 36 例，绝
经后 44 例。西医诊断标准：符合《实用内科学》中之更年期

4

讨

论

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中医诊断标准：参考《中医虚损学说及其

中医药治疗女性更年期综合征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临床

临床运用》，符合“绝经前后诸症”之肾阴虚证。两组临床资

症状，而且具有调节内分泌、植物神经功能等综合作用。处方

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中熟地、山药、山萸肉、桑螵蛸补肝肾益气血而摄元气；知母、

2

治疗方法

黄柏、丹皮、泽泻补肾水泻肝火，清肾中浮火而除虚烦；麦冬、
玄参、竹叶、清心热而敛汗；龟板滋肝潜阳，滋阴养血而退虚

治疗组：知柏地黄汤：熟地黄、知母、黄柏各 24g，山茱

热；枣仁、茯神、远志宁心定气而安神，全方合用共奏滋补肝

萸、干山药各 12g，泽泻、茯苓、丹皮各 9g。若两目干涩者减

肾，滋阴泻火，宁心安神之功，且在治疗过程中，随病人的不

桑螵蛸加枸杞、菊花；情志异常者减桑螵蛸加珍珠母、生龙齿；

同兼证而加减用药，使主症消兼证退，不失为治疗更年期综合

郁闷不舒者加百合、陈皮；头痛、眩晕者加天麻、钩藤；耳鸣

征的有效方剂。

重者加首乌、黄精；痰湿重者加陈皮、胆南星。1 付/d，水煎
分早晚 2 次服，14d 为 1 个疗程，两疗程后观察疗效。
对照组：口服谷维素片 20mg，3 次/d，维生素 E100mg，1

参考文献：
[1]周保爱,温晋英.四物汤加味治疗月经过少临床观察[J].山西中医,2012(8)

次/d，维生素 B610mg，3 次/d。激素替代法：尼尔雌醇片初服

[2]刘新霞,张松枝.逍遥汤合六味地黄汤加味治疗绝经期综合征 98 例[J].光

1 次/月，5mg/次，症状改善后半月服 1～2mg，服药一般在 3～

明中医,2009(8)

6 个月左右，或 2 年以内。

[3]刘迎萍,柳树英,张丽君.知柏地黄汤加味治疗绝经综合征 46 例[J].西部中

3

结

果

3.1 疗效评定标准

医药,2012(11)
[4]史润益,常惠.更年期综合征的中医药研究[J].吉林中医药,2012(10)

编辑：李妍 编号：ER-13012504（修回：2013-02-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70-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4

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评价
Efficacy evaluation of complex Danshen Dropping pill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梁雨才 练慧勤
（甘肃省古浪县中医医院，甘肃 古浪，733103）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70-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观察评价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方法：我院 60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随机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对照组应用常规冠心病心绞痛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应用复方丹参滴丸进行治疗。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能够起到明显的临床疗效，有效的恢
复患者心电图不良改变，具有较好的临床用药价值。
【关键词】 复方丹参滴丸；冠心病；心绞痛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omplex Danshen Dropping pill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Methods: 60 patients of angina pectoris from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coronary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plex Danshen Dropping pill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Complex Danshen Dropping pill can play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effective in ECG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adverse changes.
【Keywords】 Complex Danshen Dropping pill;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4
冠心病是临床上中老年好发心脏疾病之一，心绞痛是其较

行纠正等基础治疗，服用阿司匹林肠溶剂 100mg，晚间口服，

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对患者尤其中老年患者危害较大，如不能

1 次/d，治疗期间不使用其他具有扩张血管作用的药物，出现

有效的进行控制，甚至出现休克、猝死或威胁生命[1]。复方丹

心绞痛时使用硝酸甘油进行舌下含服。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

参滴丸是新进入临床应用不久的中药制剂，其治疗效果得到大

加入复方丹参滴丸进行治疗，10 粒/次，3 次/d，连续服用 1 个

部分临床医师的认可。因此我们对我院部分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月后进行疗效评估。

使用复方丹参滴丸，对比观察其治疗效果。现将观察结果报告

1.3 观察指标

如下。
1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临床疗效，并进行统计学对比分析。
临床疗效评估标准[2]：①显效：临床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

资料与方法

心绞痛发作次数降低 75%以上；②有效：临床症状和体征明显

1.1 临床资料

改善，心绞痛发作次数降低 50%以上；③无效：临床症状和体

从我院 2009 年 12 月～2012 年 8 月接诊的冠心病心绞痛患
者中抽取 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 30 例，

征未见明显改善甚至加重，心绞痛发作次数未见降低甚至增高。
1.4 数据处理

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43～67 岁；对照组患者 30 例，男 18

使用 SPSS 统计学软件 17.0 版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检

例、女 12 例，年龄 41～65 岁。经统计学检验，两组患者的性

验水准为 0.05，可信区间 95%，P<0.05 为样本数据差异具有统

别构成、年龄结构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计学意义。

所有病例均经临床诊断和心电图检查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颁布的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诊断标准且均已确诊，排除治疗前于

2

结

果

经统计学分析可知，观察组患者显效 13 例、有效 15 例、

他院或自行服用过抗心绞痛药剂患者。所有患者均了解治疗用
药方案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服从治疗安排。

无效 2 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 73.33%，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显效 7 例、有效 15 例、无效 8 例。差异有统计学

两组患者均进行抗凝降压、抗血小板聚集及对心律失常进

意义（P<0.05）
。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 [n（%）]
组别

病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30

13（43.33）

15（50.00）

2（6.67）

28（93.33）

对照组

30

7（23.33）

15（50.00）

8（26.67）

22（73.33）

注：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样本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冠心病心绞痛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阵发性的心前区突发

疼痛，多可见于由冠状动脉出现痉挛而产生的自发性心绞痛，
当患者操劳过度或情绪激动的时候会诱发疼痛或者加重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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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医中属于“胸痹”
、
“心痛”的范畴，可以解释为心脏
[3]

的气血出现阴阳不调，或者因气滞血瘀、寒凝热结所致 。
复方丹参滴丸针对心绞痛的中医辨证证候，主要具有活血
化瘀、通络止痛的作用，因为其主要成分是三七、丹参、冰片
等药物。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丹参中含有脂溶性的丹参酮和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知，复方丹
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能够起到明显的临床疗效，有效的恢
复患者心电图不良改变，具有较好的临床用药价值。
参考文献：

水溶性的丹参素，三七中含有人参苷，而冰片中含有右旋龙脑，

[1]贾永亮,黄芳艺,张时开,等.中成药治疗冠心病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学质量评

这些物质成分均可以对动脉粥样硬化和硬化的斑块进行软化

价[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32(4):560-568

破解，具有较好的慢钙通道阻滞作用，并能够对冠状动脉进行

[2]陈涛,马涛,徐秋焕,等.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130 例临床观察[J].

扩张，使血管阻力降低，以加强对冠脉的血供。有相关报道表

中国医师杂志,2011,2(z2):145-147

明，复方丹参滴丸的临床应用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同时未发

[3]刘萍,李艳丽,李萍,等.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分析

现有严重的毒副作用[4]。本组患者治疗后经过肝肾功能检测，

[J].中国中医药科技,2012,19(4):359

无不良副作用，无出血及过敏等并发症，与报道结果相同，说

[4]何英泉,曹中有,李阿平,等.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84 例疗效观察[J].

明该药物临床安全性较高，可以推广使用。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2,10(6):746-746

由本文研究结果可知，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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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联合血竭粉外用外敷对
女性面部 II 度烧伤创面影响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treating female facial second degree burns with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and dragon’s blood powder
廖春华 严伟宾
（源田手外科医院，广东 中山，528405）
中图分类号：R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71-02
【摘 要】 目的：研究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联合血竭粉对女性面部Ⅱ度烧伤的疗效。方法：随机将 130 例面部 II 度烧伤患
者分组，A 组采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联合血竭粉外敷，B 组患者采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联合磺胺嘧啶银霜治疗，比较其
治疗效果。结果：A 组的疼痛 VAS 评分明显低于 B 组，愈合时间短于 B 组，且愈后瘢痕面积较小，P<0.05，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联合血竭粉治疗女性面部 II 度烧伤疗效肯定。
【关键词】 女性；II 度烧伤；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血竭粉；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combined with dragon’s blood powder on
the female facial second degree burns. Methods: 130 patients of facial bur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was given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combined with dragon’s blood powder, Group B was treated by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combined with silver sulfadiazine cream. The efficacies in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Pain score of VAS in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healing time in group A was shorter, and the scar area was smaller, P<0.05,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combined with dragon's blood powder wa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facial burn.
【Keywords】 Female; Degree II burn; 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Dragon’s blood powder;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5
烧伤对皮肤组织损伤较大，烧伤瘢痕的遗留对患者的面容

患者 130 例，所有研究对象均为成年女性，年龄 21～63 岁，

产生破坏性的作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平均年龄为（32.5±2.7）岁。烧伤原因：开水烫伤 68 例，瓦

对于烧伤治疗具有良好疗效。血竭粉是中药粉剂，来源于龙血

斯烧伤 9 例，煤气烧伤 23 例，硝火烧伤 30 例。烧伤面积：>50%

树脂，具有活血化瘀、补血益气、去腐生肌、止血敛疮等功效，

者 18 例，31%～50%者 34 例，11%～30%者 58 例，<10%者

被誉为“活血圣药”
。现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我院收治的女

20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65 例，使两组患者的

性面部 II 度烧伤患者进行联合治疗，现将结果总结报告如下。

年龄、烧伤原因、烧伤面积、烧伤部位等方面额差异不具有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 月收治的面部 II 度烧伤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入选患者均排除心、
脑、肝、肾等系统疾病，未发生严重感染和其他并发症。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根据患者身体实际情况及病情，及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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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症治疗：静脉输液以调节水电解质平衡；给予广谱抗生素

影响烧伤创面的愈合和面容的恢复[2]，因此促进创面愈合、减

以抗感染；简单清创消毒等。A 组患者采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

少瘢痕形成、提高愈合质量对于女性面部烧伤患者尤为重要。

子凝胶与血竭粉混合后外敷创面；B 组患者采用重组人表皮生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采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和血竭

长因子凝胶外敷创面后给予磺胺嘧啶银霜外涂于创面，两组患

粉联合治疗女性面部Ⅱ度烧伤患者，有利于烧伤创面的愈合，

者均每日换药 1 次，直至创面愈合。观察两组患者创面恢复情

减少瘢痕的形成，患者的痛苦减小。中医学认为烧伤为火毒所

况，并给予营养支持和对症治疗。

致[3]，热毒入里，腐脓生疮，肌肤失于血液濡养，容易造成肌

1.3 观察指标

肤腐烂，染毒而成，日久邪毒入血，可致全身衰竭危及生命。

认真记录两组患者的恢复情况，将两组患者的愈合时间、
[1]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应用于烧伤创面的治疗是由于其具有广

疼痛 VAS 评分 和创面愈合后的瘢痕面积进行记录并比较。

泛的生物学功能，不仅可以有效促进中性粒细胞、上皮细胞等

1.4 统计学处理

向损伤创面游移，促进组织再生和修复；同时还能加速上皮细

采用 SPSS13.0 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

胞的和肉芽组织的生成，加速创面的愈合，提高愈合质量。血

析，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有统

竭粉是中药粉剂，是以龙血树脂为原料经化学加工而成的纯中

计学意义。

药制剂，主要成分是甾体皂苷和植物防卫素，可以有效的改善

2

结

机体微循环，调整局部的新陈代谢，改善机体的免疫功能。甾

果

体皂苷具有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可以有效减少伤口渗出，同

将两组患者经过全面的治疗后的烧伤创面愈合时间、疼痛
VAS 评分、瘢痕面积等方面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1。

n

愈合时间（d）

减轻局部的炎性瀑布效应。
综上所述，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联合血竭粉治疗女性面部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 x ± s ）
组别

时还可以稳定溶酶体膜，抑制前列腺素和花生四烯酸的释放，

疼痛 VAS 评分

瘢痕面积

II 度烧伤能有效提高创面愈合质量，临床疗效肯定。

*

*

6.53±1.65*

参考文献：

9.29±2.97

[1]王震,荣新洲,刘立柱,等.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与碘伏油纱治疗小面积

A组

65

10.27±1.72

5.01±1.89

B组

65

15.24±1.65

8.13±1.17

注：与 B 组比较，*P<0.05。

II 度烧伤的比较[J].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电子版),2009,4(4):445-450

从表 1 可以看出，两组患者经过全面治疗后，在愈合时间、

[2]过云,虞俊杰,吕国忠.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治疗浅 II 度烧伤创面

疼痛 VAS 评分、
瘢痕面积三个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
P 均<0.05，

的临床观察[J].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电子版),2009,4(6):683-687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3]陈华德,卞徽宁,郑少逸,等.富林蜜与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联合使用治
疗面部深 II 度烧伤[J].中华创伤杂志,2009,25(9):79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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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烧伤由于大量的汗腺和皮脂腺的存在，易引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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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中药方灌肠治疗 Dixon 术后患者的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analysis of self-made TCM enteroclysm on treating colorectal
cancer after Dixon surgery
范克锋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山东 青岛，266109）
中图分类号：R7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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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直肠癌患者 Dixon（直肠低位前切除术）术后给予化疗加自拟中药方灌肠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前瞻
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 月在我院确诊为直肠癌的 80 例患者均行 Dixon 术，术后均行化疗，40 例给予自拟中药方灌肠治疗，
与同期的 40 例未行灌肠治疗患者在术后愈合率、复发率、并发症等方面进行比较。结果：自拟中药方灌肠治疗患者围手术期恢复较
快，术后复发率低、并发症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Dixon 术后患者行中药灌肠治疗为一项有效可靠的技术。
【关键词】 直肠癌；Dixon 术；中药灌肠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and self-made TCM enteroclysm on treating colorectal
cancer after Dixon surgery. Methods: A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Dixon surgery was taken in the 80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09 to
January 2011. After surgery, chemotherapy was given to all the patients, while 40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given self-made TCM
enteroclysm more. The postoperative healing rate, recurrence rate and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Self-made TCM enteroclysm had faster perioperative recovery and fewer complicat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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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made TCM enteroclysm therapy was an effective and reliable technology after Dixon surgery.
【Keywords】 Colorectal cancer; Dixon surgery; TCM enem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6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肠癌的发病率明显上

（5-氟脲嘧啶）750mg/m2，第 l～5d；DDP（顺铂）40mg/m2，

升。其最主要治疗措施是手术切除肿瘤，但术后并发症较多，

第 l～3d，4 周重复，连续 4～6 次。实验组术后采用化疗加自

并发症直接影响手术效果及患者的生活质量。大量研究表明辅

拟中药方灌肠进行治疗。中药灌肠（党参 15g，黄芪 20g，白

[1]

助治疗可以降低直肠癌患者术后病死率 。本研究对 40 例直肠

术 12g，茯苓 12g，当归 10g，陈皮 15g，半夏 12g，竹茹 6g，

癌患者行 Dixon 术后，给予化疗加自拟中药方灌肠治疗，作资

半枝莲 9g，沙参 9g，麦冬 9g，甘草 6g）
，方案为：水煎取汁，

料分析，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

保留灌肠，50～100ml/次，1 次/d，时间为 3～8h，10d 为 1 个

1

疗程，共 6 个疗程。治疗结束后 4 周行 CT 检查。随访 2 年，

资料和方法

每年定期复查。

1.1 临床资料

1.3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以 x ± s 或百分率表示，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 月在本院确诊为直肠癌接受 Dixon
术治疗的患者 80 例，男性 43 例，女性 37 例，年龄 33～78 岁，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进行卡方检验（或 Fisher’sexact 检验）
。应

平均（53±2）岁，肿瘤下缘距肛缘 5～12cm，术前纤维结肠

用 SPSS13.0 for Windows 统计软件完成，P<0.05 为差异有统计

镜检查及作病理切片证实。按就诊先后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实

学意义。

验组 40 例给予自拟中药方灌肠治疗，对照组 40 例未行灌肠治
疗，病例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①所有病例术前结肠镜检查病

2

结

果

理证实为恶性肿瘤，为原发性、单发性肿块；②全部病人行

对照组患者术后半个月内大部分患者排便次数增多，每天

Dixon 术；③术前未行放化疗，无腹部手术史，均为腺癌；④

4～10 次不等，有明显的里急后重现象，个别病人有肛周湿疹

术前排除腹腔转移灶，包括肝转移及盆腔种植性转移。二组患

样变，偶有大便失禁现象。实验组所有病人均排便自控力良好，

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大小、部位、分期等基本信息调整后，

大便成形，次数最多者每天都是 3 次以下，未发现大便失禁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对所有患者随访 2 年，比较两组患者 2 年内治愈率、复发转移

1.2 方法

率、术后并发症等。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如大出血、吻合口

行 Dixon 术后，分为两组：实验组 40 例，对照组 40 例，
两组患者术后均进行化疗，化疗方案采用 FD 方案：静滴 5-FU

漏、吻合口狭窄、尿潴留、肠梗阻等与实验组相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P<0.05）
。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2 年治愈率

1 年复发率

实验组

40

36（90.0）

2（5.0）

2（5.0）

对照组

40

28（70.0）

6（15.0）

15（37.5）

并发症

注：两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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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首选是外科
手术治疗。术后并发症是衡量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它也
直接影响治疗的效果。如何预防手术后并发症一直是临床上的
重要课题。有研究表明，中医药在直肠癌的辅助治疗中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在手术前后可减轻化疗和手术的并发症，促进
伤口愈合、缓解症状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2]。术后化
疗的同时采用自拟中药方进行灌肠，可起到健脾益气，清热解
毒的效果，且药物直达病所，发挥药物功效，减轻化疗所致不
良反应[3]。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药灌肠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显著减

少，患者保留了较好的排便控制能力，生活质量较好，是一种
有效、理想的治疗方式，提高了患者近期疗效，复发率降低，
术后取得满意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Ross HM, Ma hmoud NN, Fry RD.The current management of rectal
cancer[J]. Curr Probl Surg,2005,142(2):78-131
[2]邱存平,王昌美, 温玉明,等.活性碳吸附卡铂在口腔癌及其颈淋巴结转移
中的初步临床应用[J].实用口腔医学杂志,2001,17(1):9-11
[3]邱辉忠.直肠癌保肛手术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肛肠病杂志,2007,27(10):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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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散加减治疗阳痿 22 例
Treating 22 cases of impotence with Xiaoyaosan
纪哲峰
（崇州市人民医院，四川 崇州，611230）
中图分类号：R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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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逍遥散加减治疗功能性阳痿的疗效。方法：运用逍遥散加减治疗 22 例。结果: 痊愈 12 例（占 55%），
显效 7 例（占 32%）
，无效 3 例（13%）
，有效率 87%。结论：逍遥散加减治疗功能性阳痿的疗效好。
【关键词】 逍遥散；阳痿；中医治疗；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Xiaoyaosan in treating functional impotence. Methods: Using Xiaoyaosan to
treat 22 cases of functional impotence.Results: Recovery in 12 cases (55%); effective in 7 patients (32%), ineffective in 3 cases (13%);
efficiency of 87%. Conclusion: Xiaoyaosan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functional impotence.
【Keywords】 Xiaoyaosan; Impotence; TCM;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7
近年来，由于时代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增大，不少中

阴茎检查无异常，舌尖红，苔薄白，脉弦细。辨证为肝郁不

国男人在吃饱穿暖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的同时，发现生活却

舒，肾虚精关不固。处以逍遥散加味。处方：当归 10g，白芍

不那么“性”福了，这种时候，往往滥服生火助阳之品以求速

10g，柴胡 15g，茯苓 12g，白术 10g，甘草 6g，蜈蚣 1 条，

效，却有心无力，长此以往，患者情志不舒，心情抑郁，致肝

淫羊藿 20g，合欢皮 10g，桑螵蛸 10g，2 剂，水煎服 1 剂/d

失条达，疏泄无权，气血逆乱，宗筋失于濡养则痿弱不起。笔

分两次服用。2 剂后，勃起硬度增加，继进原方 5 剂，诸症悉

者在临床上遇到了很多的类似病例，针对此病因病机，用逍遥

除，至今未发。
患者乙，男，28 岁，阴茎勃起不坚，同房时不能随意勃起

散疏肝解郁之法，取得了良好疗效。
1

临床资料
22 例患者中，年龄最大者 48 岁，最小者 22 岁，病程 2

已 2 年余，近半年来阴茎勃起困难，逐渐无法性生活。伴有情
志抑郁，胸胁胀闷，烦躁易怒，善太息，性欲淡漠，舌质暗紫，
苔薄白，脉弦诊断为阳痿，证属肝气郁结。治拟疏肝解郁，用

个月～1 年。

逍遥散加减：当归 12g，白芍 15g，柴胡 15g，茯苓 15g，合欢

治疗方法

皮 12g，淫羊藿 15g，丹参各 15g，蜈蚣 1 条，炙甘草 3g。服

2

疏肝解郁，活血养筋。采用逍遥散治疗功能性阳痿，药物
组成：当归 10g，白芍 10g，柴胡 15g，茯苓 12g，白术 10g，
甘草 6g，蜈蚣 1 条。1 剂/d，水煎服，分 2 次服用。中药 13g/

药 1 个疗程后复诊，患者已能正常勃起，近期已能成功性交。
情志抑郁、胸胁胀闷、烦躁易怒等症状均已明显改善，心情畅
快，已未见太息。舌质淡红，脉缓有力。5 剂痊愈，随防 1 年
未复发。

剂，水煎分 2 次内服。
3

治疗效果

5

讨

论

阳痿一病，历代医家多从肾论治，但近来临床发现，本证
所有患者经 7～30d 的治疗，性生活较以前有明显改善，

多因情志内伤，夫妻感情不和或劳累思虑过度所致，病机为肝

勃起硬度增加，持续时间增长，痊愈 12 例（占 55%）
，显效 7

郁气滞，气机不畅，肝气失于条达，肝血不能营养宗筋所致，

例（占 32%）
，无效 3 例（占 13%）
，有效率 87%。

若滥服补火助阳之物只能见一时之效，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以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33 岁，勃起不坚 2 个月，近 1 周来症状逐渐加

重，伴有心烦，夜寐不安等，四肢疲乏无力，尿频，夜尿多，

逍遥散为主加减治疗本病，疏肝解郁，益血健脾，另加地龙，
蜈蚣，共奏伸达宗筋之效。
编辑：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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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降气丸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临床
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enile chronic bronchitis with
Suzi Jiangqi pill
李爱杰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人民医院，广东 汕头，515800）
中图分类号：R56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75-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讨论苏子降气丸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疗效。方法：选择 2009 年 5 月～2010 年 5 月间，来我院求医的
慢性支气管炎的老年患者 52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6 例，治疗组采用中药苏子降气丸治疗，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
1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停药后随访 2 年，考察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结果：治疗组患者比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高，两
组数据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 2 年内无复发，对照组有 6 例复发，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应用中药
苏子降气丸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比西药治疗疗效可靠，稳定性强，远期效果好，具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 苏子降气丸；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Suzi Jiangqi pill on senile chronic bronchitis. Methods: 52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May 2009 to May 201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Suzi Jiangqi pill,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of modern medicine. The efficaci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1 month,
and the follow-up visit lasted for 2 year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none recurred, 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6 cases recurred,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Suzi Jiangqi pill was better in efficacy, strong in stability, good in long-term effect,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uzi Jiangqi pill; Chronic bronchitis;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8
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在老年人群是一种多发疾病，在严寒

20g＋200ml5%的葡萄糖注射液（200ml0.9%生理盐水注射

地区更为多见，临床症状以气候突变时咳嗽、咳痰为主，严

液），1 次/d 静脉滴注。治疗组采用中药苏子降气丸，方药

重者伴有喘息，反复发作，治疗时西医以抗菌治疗为主，中

组成为（g）：厚朴 20，紫苏 15，陈皮 15，炙麻黄 6，前胡

医从辨证论治出发，应用苏子降气丸治疗，效果满意，现报

12，当归 12，半夏 12，甘草 6，如果痰湿盛加苍术、白术，

告如下。

痰热加鱼腥草、桑白皮，如果寒痰加五味子、细辛，喘甚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 年 5 月～2010 年 5 月间，来我院求医的慢性支
气管炎的老年患者 52 例，包括男性 36 例，女性 16 例；年龄

川贝、莱菔子，咳血加黛蛤散，以上各药浸泡半小时后煎汤，
共取汁 200ml 分两次温服，1 剂/d，10d 为 1 个疗程，服药
期间戒烟限酒，忌食腥辣生冷。两组治疗 1 个月后比较疗效，
并随访 2 年。
1.3 疗效标准

在 52～76 岁，平均年龄在 63.2 岁；病程在 2～16 年，平均病

痊愈：症状消失，实验室检查正常；显效：症状缓解，实

程为 6.5 年；随机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6 例，两组患

验室检查各参数趋于正常；无效：症状无好转。总有效率＝痊

者的年龄、性别、病程和病情无明显差别，具有可比性。

愈率＋显效率。

临床特点：所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咳嗽、咳粘白痰，甚

1.4 统计学方法
将结果输入卡方 11.3 中，如果 P<0.05，说明有统计学意义。

至血痰，遇到冷空气或油烟等刺激味喘嗽加重，实验室检查，
可见白细胞增多，肺部纹理增粗，有点或条索状阴影，肺部有
罗音。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药物选用盐酸左氧氟沙星

2

结

果

2.1 疗效比较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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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t=26）

14

10

2

92.3

对照组（t=26）

7

12

7

73.1

注：P<0.05，有统计学意义。

中医的整体思想和脏腑学说，具有学习和推广价值。

2.2 远期疗效
经过 2 年随访，治疗组 2 年内无复发，对照组有 6 例复发，
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参考文献：
[1]韩静敏.51 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治疗体会[J].中国医疗前沿,2009,4(8):54-

论

55

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发病机制是肺气不足，肾不纳气，而外
邪入侵所致肺、脾、肾三脏受损，本病发作时缠绵难愈，其咳
嗽咳痰为表证，而肺、脾、肾三脏功能不调为里证。使治疗宜
扶正祛邪，补脾益气，培土生金，绝生痰之源。苏子降气丸以
厚朴为君药，配合紫苏、陈皮，加重了祛痰平喘，止咳降气，
当归养血柔肝，炙麻黄宣肺平喘，疏散表寒，前胡止咳平喘，
半夏祛痰，甘草调和药性，各药配合，使肺气得降，肾气得升，
既能温肺敛气又能燥湿化痰。本次临床实验发现，以苏子降气

[2]冯战.小青龙汤配合针灸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疗效观察[J].广西中医药,
2011,34(5):15-16
[3]孙华.用四虫汤合苏子降气汤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研究[J].求医问药,
2011,9(3):111
[4]曹方会.苏子降气汤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发作期 49 例[J].时珍国医国药,
2007,18(5):1280
[5]李经杭.苏子降气汤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149 例[J].江西中医药,2008,8(39):4344

丸治疗老慢支，比用西医抗菌治疗效果更好，患者用药后见效
编辑：李妍

快，症状改善满意，而且疗效稳定，远期疗效好，充分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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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虚标实、序贯辨证论治小儿肾病综合征
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infantile nephrotic syndrome by asthenia in
origin and asthenia in superficiality and sequenced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张汶娟 1 刘素云 2 任献青 3
（1.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河南

郑州，450008；2.开封市中医院，河南

开封，475001；3.河南中医学院，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76-02

证型：DBG

【摘 要】 全国名老中医丁樱教授、知名专家翟文生教授以及任献青博士在临床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小儿肾病的经验。本文
对其进行了总结整理。
【关键词】 小儿肾病综合征；本虚标实；序贯辨证；临床体会
【Abstract】 The national distinguished veteran TCM doctors DING Ying, the famous expert ZHAI Wen-sheng and Doctor REN
Xian-qing have abundant experiences on treating infantile nephrotic syndrome. In this article, their experiences were summarized.
【Keywords】 Infantile nephrotic syndrome; Asthenia in origin and asthenia in superficiality; Sequenced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Clinical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49
小儿肾病综合征（Nephrotic Syndrome，NS）是一种由多

从尿中丢失的临床综合症。临床以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为

种病因引起的肾小球基膜通透性增加，导致血浆中大量蛋白质

主要诊断标准，本病发病率较高，病程长，且易于反复，迁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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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愈，严重影响小儿的生长发育及身心健康。河南中医学院第

-773

一附属医院儿科肾病区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笔者在
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有幸跟随全国名老中医丁樱教授、知名
专家翟文生教授以及导师任献青博士临床学习。现将几位老师
治疗小儿肾病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简述如下。
1

谨守本证为虚，注重补脾益肺
肾病综合征属中医“水肿”
、
“阴水”范畴，临床以肺脾肾

三脏虚弱为本，而肺脾不足是肾病复发的重要因素，
《素问•评
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小儿病理特点为“三有
余、四不足”，其中包括肺脾不足，小儿肺气不足，固表抗邪
能力较弱，
“肺主气，外合皮毛，开窍于鼻”
，外感六淫，从口
鼻或皮毛而入，首先犯肺，肺失宣降，水道不通，外溢肌肤而
水肿，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湿，脾虚则运化失常，亦可致
肾病反复。根据小儿特殊的生理、病理特点，通过大量临床观
察，发现肺脾气虚体征是诱发 NS 病情反复的关键，而感染恰
是西医学理论中导致 NS 反复且迁延不愈的主要因素。故而，
在中医辨证治疗中首先应注意健脾益肺，多以玉屏风散为主
方，并结合他证进行相关药物的加减，如用生黄芪、白术、防
风、太子参等益气健脾固表，若兼见纳差者加炒麦芽、焦山楂、
鸡内金，腹胀脘闷者加厚朴、砂仁等理气助消化；汗出易感等
肺虚明显者重用黄芪，加五味子、牡蛎等益气固表敛汗、防感
冒；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注重补益脾肺，使机体正气旺，
外邪难以入侵，可减少肾病复发。
2

兼顾标实之证，注重活血化瘀
肾病综合征临床多标证，如外感、水湿、血瘀等，并且认

为血瘀贯穿小儿肾病综合征整个病程。形成小儿肾病血瘀的病
因很多，诸如气滞、寒凝、阴阳亏虚、外邪等，笔者认为疾病
初期以各种原因所致的气虚最为常见，
《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
论》说“运血者，即是气”，气虚则不能行血，血滞则瘀，因
此，气滞血瘀证多可伴见机体疼痛、肌肤甲错、夜间发热、舌
质暗红等血瘀表现。
肾病时由于肝脏合成凝血物质增加、抗凝血酶 III 自尿中
丢失、纤溶系统失调、血小板聚集以及利尿剂、激素等药物的
应用导致机体处于高凝状态。资料表明，高凝与中医“瘀血”
极为相似，导师在治疗肾综过程中注重运用活血化瘀，如生地、
当归、丹参、赤芍、桃仁、红花、川芎、益母草、水蛭等均有
很好的活血化瘀作用，尤其是水蛭的运用，中药学认为其有破
血逐瘀通经的功效，李红叶[1]等曾通过对 56 例原发性 NS 患儿
的研究证实，水蛭可明显降低外周血血小板计数、血小板粘附
率及二磷酸腺苷（ADP）或肾上腺素诱导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

运用序贯疗法，辨证与激素运用有机结合
肾病的西医治疗以糖皮质激素为主，激素为助阳之品，易

伤阴液，治疗中可出现阴阳平衡失调。激素的使用可以大致分
为诱导期、减量期、维持期、停药期四个阶段，经过多年临床
观察发现，以上四个阶段中医临床表现不同。诱导期患儿会有
多汗、手足心热、食欲增加，两颧红，痤疮、舌红少苔、脉细
等阴虚火旺的表现，治宜在益气健脾的基础上，佐加滋补肾阴，
清热解毒制品，如多用生地、牡丹皮、黄柏、蒲公英等；多汗
者加煅龙骨、牡蛎、五味子以滋阴敛汗。激素减量期患儿可出
现食欲下降、精神疲惫，或食后饱胀等脾肾气虚症状，并出现
一定程度的阳虚症状，治以健脾益肾，可重用黄芪、加党参、
白术、山药等，佐加菟丝子、仙灵脾等温阳之品。激素维持期、
停药期，患儿可出现腰酸腿疼、畏冷，面色发白，舌淡，苔薄
白，脉沉细等阳虚症，应酌加温阳之品以温补脾肾，如菟丝子、
桑寄生、仙灵脾、巴戟天等，但注意温阳的基础上佐加滋阴之
品，以达到阴中求阳。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温补肾阳药有兴奋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作用，可保护肾上腺皮质免受外源
性激素抑制而萎缩。此期加用温阳之品，可以增加患儿内源性
激素的分泌，为减少复发的关键。根据激素不同阶段合理用药，
可调和患儿阴阳平衡，能促使激素更好发挥疗效，促进蛋白转
阴，减少肾病复发。
4

注重温补肾阳，固护脾胃之气
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根本，肾阳虚则温煦、推动作用减弱，

脏腑功能减退，肾病复发患儿多表现为面色苍白、畏冷、纳差
等阳虚表现，部分患儿可以出现四肢发凉，实验室检查多发现
肾综患儿 FT3、FT4 低下，FSH 升高，血皮质醇明显降低，此
时患者对容易出现肾病反复，治疗上水肿难以消退，部分患者
出现严重的肾上腺皮质危象。近来也有报道阳虚证患者血清甲
状腺素含量偏低，进一步证实了阳虚与甲功低下的内在关系。
吴道奇[2]等研究发现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存在暂时性甲状腺
功能低下，其原因之一与尿蛋白大量排泄致尿中 T3、T4 丢失
增加有关，而不是甲状腺本身缺陷造成，此时治疗中注重益气
温补肾阳，注重用仙灵脾、仙茅、菟丝子、附子、肉桂、党参、
黄芪等，同时配合口服小剂量左旋甲状腺素片后，患儿水肿消
失迅速，尿蛋白转阴较快。
综上所述，治疗小儿肾病综合征需要结合患儿自身机体情
况，又要重视本病特点，标本兼顾，灵活采用中、西药相结合
的治疗方法，方可达到较好的临床效果。
参考文献：
[1]李红叶,孙福恩,崔可飞,等.水蛭治疗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高粘滞血症的

并且使凝血时间明显延长，最终可改善 NS 高粘滞血症。中医

疗效观察[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1998.13(3):165-166

理论认为气能行血，同时加用补气药，如生黄芪、党参等以助

[2]吴道奇,刘亚琼,李秋,等.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时血、尿甲状腺激素检测的临

血行，促进瘀血消散，小儿一般 15～30g，较大患儿最大量可

床意义[J].临床儿科杂志,2003,21(10):614-616

至 45g，但补气药多温燥，可适当配用太子参以气阴双补或少
量生地、玄参等滋阴生津。在西医治疗方面，小儿肾脏病病区
多运用肝素、双嘧达莫等来改善患儿的高凝状态，临床取得了
满意疗效。药理研究表明，活血化瘀药能促进纤溶，抗凝、抑
制血小板积聚等作用。因此治疗过程中应重视活血化瘀药，能
提高激素敏感性，促进蛋白转阴，有效减少肾病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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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止痒膏治疗血液透析皮肤瘙痒 21 例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21 cases of uremic hemodialysis plus skin itching
patients with nourishing and anti-itch ointment
于晓瑜 饶家珍 蒙向欣 赵

威 李 娟

（广州市中医医院，广东 广州，5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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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养血止痒膏对尿毒症维持性血透合并皮肤瘙痒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将 41 例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治疗组给予自拟养血止痒膏外擦。对照组外擦强生牌婴儿润肤乳。疗程共 2 个月。结果：治疗组瘙痒积分降低明显，
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养血止痒膏对尿毒症维持性血透合并皮肤瘙痒症患者有显著疗效。
【关键词】 血液透析；皮肤瘙痒症；中药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nourishing and anti-itch ointment on treating uremic hemodialysis plus skin itching
patients. Methods: 41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self-made nourishing and
anti-itch oint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Qiangsheng baby skin cream. The course lasted 2 months. Results: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Nourishing and anti-itch
ointment has significantly effects on uremic hemodialysis plus skin itching patients.
【Keywords】 Hemodialysis; Skin itching patients;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0
皮肤瘙痒作为最常见的并发症一直困扰着大部分尿毒症

正贫血、降糖等对症治疗，治疗组给予自拟养血止痒膏外擦。

患者，尤其是血液透析病人，有资料显示皮肤瘙痒在维持性透

3 次/d。对照组外擦强生牌婴儿润肤乳。3 次/d。疗程共 2 个月。

析病人发病率为 60%～90%[1]。皮肤瘙痒主要表现为全身或局

养血止痒膏组成：生地 10g，赤芍 10g，当归 10g，川芎 10g，

部不同程度的瘙痒，常在透析期间或透析后最为明显，严重者

阿胶 10g，柚子皮 10g，防风 10g，苦参 10g，蝉衣 10g，僵蚕

导致患者烦躁不安，甚至彻夜不眠，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2 条，土茯苓 15g。研粉与橄榄油调匀成膏。

而对于严重尿毒症皮肤瘙痒迄今尚无公认的、有效的治疗方

1.3 对瘙痒程度的评分标准
对患者瘙痒程度评定参考 DirkR.Kuypers 的方法，问卷调

法。血液灌流等对本症虽有一定效果，但费用昂贵，一般患者
难以承受。本人根据科室多年临床经验，应用自制中药“养血

查做法如下：瘙痒程度：轻度痒觉不需要抓痒为 1 分，需要抓

止痒膏”外擦方法，对本症治疗取得明显疗效，现报道如下。

痒但无表皮脱落为 2 分，抓痒伴有表皮脱落为 4 分，因抓痒而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2 年 1 月～2012 年 6 月血液净化中心血液透

坐立不安得 5 分；瘙痒分布：少于等于 2 处为 1 分，多于 2 处
为 2 分，全身瘙痒为 3 分；睡眠障碍：因为瘙痒而醒 1 次 2 分
（最多 10 分）
，每次抓痒导致表皮脱落加 1 分（最多 5 分）
。
各项得分相加代表各患者的瘙痒程度。所有患者均不知晓调查

析病人 41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透析剂量、方

的真正目的[2]。

法相似，治疗组 21 例，透析年龄平均 4.5 年，其中男性 8 例，

1.4 统计学分析
所测得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用 SPSS17.0

女性 13 例，平均年龄（38.43±13.32）岁，31～81 岁。基础
疾病：慢性肾炎 10 例，糖尿病肾病 6 例，多囊肾 1 例，狼疮

软件的配对 t 检验作统计学比较，
P<0.05 为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性肾炎 2 例，梗阻性肾病 1 例，药物性肾损害 1 例。对照组

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 表示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

20 例，透析年龄 4.87 年，男 9 例，女 11 例，年龄平均

义。

（44.6±13.2）岁，29～76 岁。原发病包括慢性肾小球肾炎

结

果

11 例，糖尿病肾病 4 例，高血压性肾损害 2 例，狼疮性肾炎

2

1 例，成人多囊肾 1 例，药物性肾损害 1 例。两组资料无统计

2.1 治疗组

学差异。
1.2 方法
两组均给予规律血液透析 3 次/周，4h/次，余口降压、纠

治疗前瘙痒积分为（13.24±5.16）
，治疗后为（7.571±4.89）
，
治疗前后差异明显，P<0.05。
（下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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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汤加减治疗内科杂病举隅
Examples of treating internal medicine miscellaneous diseases with
the Lizhong decoction
杨克勤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79-02

【摘 要】 张仲景设理中汤，主治脾胃虚寒导致的胃痛、胸痹、吐利等病。临床中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运用此方，治疗头
痛、痉证、眩晕等病，随证加减，取得满意疗效，体现了辨证论治、异病同治的原则。
【关键词】 理中汤；经方；内科杂症
【Abstract】 The Lizhong decoction developed by ZHANG Zhong-jing is mainly applied to treat stomach pain, chest stuffiness, Tuli
like disease caused by stomach de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principle, treating headache, convulsion, and
dizziness like disease with this recipe has a satisfactory effect. The progress reflects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principle.
【Keywords】 The Lizhong decocti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 Internal medicine diseas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1
理中汤由人参、干姜、白术、炙甘草组成，原方为理中丸，

2

出自《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霍乱，头痛发热，身疼
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汗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主要用于脾胃虚寒导致的胃痛、胸痹、亡血、吐利等病。笔者
在临床中治疗内科杂病时常加以运用，每获良效。现举例如下，
以飨同道。
1

温中散寒治头痛
患者甲，女，55 岁，以头痛反复发作 30 年为主诉求诊。

温化津液疗痉证
患者乙，男，68 岁，以颈部不自主右侧扭转、强硬不适为

1 年为主诉求诊。首诊症见：颈部不自主向右侧扭转，右侧颈
部强硬不适，身有力，口干苦喜热饮，纳眠尚可，大便干，3～
5d 一行，舌质淡红，苔薄微黄，脉弦滑。西医诊断为痉挛性斜
颈。中医诊断为痉证。曾服瓜蒌桂枝汤、引火汤及养阴舒筋之
品乏效。后以理中汤加减，方药如下：党参 25g，炒白术 15g，
干姜 10g，桂枝 10g，白芍 10g，茯苓 15g，全蝎 10g，蜈蚣 3

头痛发作部位不固定，时左右时颠顶，时全头胀痛，影像学检

条，炙甘草 15g，大枣 10 枚，服上方七付后，颈部强硬症状明

查未见异常，多方求治均乏效，痛时即服止痛片，甚时服十余

显改善，大便已不干结。守上方加制附子 6g 继服七付，颈部

片。初诊症见：头痛，恶心呕吐，面色晄白，眼睑浮肿，平素

不自主扭转已基本消失，仅觉颈部轻微强硬。

畏寒，身乏力，心烦急躁，纳眠可，二便正常，舌质淡暗，苔

按：痉挛性斜颈属于肌张力障碍性疾病，中医属“痉证”

薄白，脉沉细。初以四物汤合二陈汤等方不效，后以理中汤加

范畴。
《景岳全书痉证》说：
“凡属阴虚血少之辈，不能营养筋

减，方药如下：党参 20g，干姜 10g，炒白术 15g，茯苓 15g，

脉，以致搐挛僵仆者，皆是此证……”。且病人诉口干、大便

泽泻 10g，吴茱萸 6g，川芎 15g，白芷 15g，藁本 15g，蜈蚣 3

干，脉弦滑，误以为是阴虚内热之象，投以大剂养阴生津之品，

条，炙甘草 10g，大枣 3 枚。服七付后，诉头痛已十减其八，

效果并不明显。细思之，病人平素喜热饮，食凉胃不舒，由此

继服上方加制附子 6g 七付，头痛全消，以附子理中丸巩固，

一症可知病人存在脾阳虚之证。脾主运化，主升清，脾虚则运

头痛两年未发。

化无力，不能温化津液，且枢机不利，津液不能上承则口干，

按：患者顽固性头痛三十余年，余曾以活血化瘀、清热化

不能濡润于下则大便干，筋脉失于濡养则拘挛强直。故投以理

痰、疏肝祛风等法治疗均不见效，《素问•举痛论》曰：“寒气

中汤加减，脾阳复则津液生，枢机得利，津液正常输布濡润而

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患者面色晄白，眼睑浮

症除。

肿，恶心呕吐，正与中焦虚寒，清阳不升，浊阴上逆，阴寒上
乘阳位有关。况平素畏寒，故投以理中汤温补中焦，茯苓、泽
泻健脾渗湿，吴茱萸、川芎、白芷、藁本等诸引经药引药上行，

3

温阳化饮治眩晕
患者丙，女，54 岁，以反复头晕发作 3 年加重半天为主诉

以蜈蚣搜风剔络，诸药合用则中焦阳气复，浊阴消散，后加制

就诊。就诊症见：头晕，视物旋转恶心呕吐，身乏力，面色苍

附子温补命门之火，后天脾土亦温，诸症皆除。

白，畏寒，纳差不欲食，入则吐，眠差，小便正常，平素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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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形，舌质淡红，苔薄黄，脉沉滑。辨证为脾胃阳虚，痰饮

便基本成形，腹痛、口干口苦消失，去黄芩加佛手 15g，制附

上犯，治以健补中焦，温化痰饮，以理中汤合小半夏汤加减。

子 15g，继服 7 付，大便正常，纳呆、脘腹胀满等症明显改善，

方药如下：党参 15g，半夏 30g，炒白术 15g，干姜 15g，茯苓

后继以附子理中丸调后。

15g，吴茱萸 5g，陈皮 10g，天麻 15g，生姜 30g，服上方 3 付

按：腹泻一症，病位在肠，脾失健运是关键。患者口干喜

眩晕症状消失，守上方加炒麦芽 30g，砂仁 15g，继服 7 付，

热饮，即是脾胃虚寒之症；胃脘胀满，便前腹痛，紧张易作，

吃饭基本正常，大便已经成形，余症状亦明显改善。

多责之于肝，肝气不舒，横逆犯脾，两者相合，腹泻久治难愈。

按：
《丹溪心法•头眩》中强调“无痰不作眩”
，
《金匮要略》

治疗时疏肝健脾共重，以理中汤温中健脾，痛泻药方抑肝扶脾，

亦有“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之论。本患者平素畏寒，

两方加减运用对于具有大便溏泄兼有腹痛、紧张易作、胃脘痞

大便不成形，此为脾胃虚寒之象。脾虚不能运化水湿，痰湿内

闷等症的慢性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等效果较好。

生，饮邪上犯，则头晕目眩；痰湿中阻，脾胃不和，则纳差食
入即吐。
《金匮要略》中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以理
中汤健运脾阳，温补中焦，杜其生痰之源，配合小半夏汤燥湿
化痰则诸症可除。
4

温中健脾治腹泻
患者丁，男，30 岁，以腹泻反复发作 6 年为主诉就诊。患

5

结

语

随着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饮食不节，偏嗜食生冷
寒凉或辛辣炙饽之品以及抗生素及苦寒药物滥用，易呈现脾胃
受损，中焦虚寒之证，久之寒热错杂，气血阴阳不调，诸病皆
生。理中者，理中焦者也。程应旄曰：“参、术、炙草所以固
中州，干姜辛以守中，必假之以焰釜薪而腾阳气，是以谷气入

者就诊症状：食凉或食油腻腹泻，紧张易作，之前多伴有腹痛，

于阴，长气于阳，上输华盖，下摄州都，五脏六腑，皆以受气

胃脘胀满，纳呆，口干口苦，喜热饮，舌质淡红，苔薄黄微腻，

矣，此理中之旨也”。临证中当切中病机，灵活运用，谨辨证

脉弦细。辨证为肝郁脾虚，中焦虚寒。治以疏肝健脾，温中止

之要义，常获良效。虽不应拘于一方一法，然理中之义，确有

泻，方以理中汤合痛泻药方加减。方药如下：党参 15g，炒白

深刻的临床指导价值，值得我们反复学习和实践。

术 15g，干姜 10g，茯苓 15g，川楝子 9g，黄芩 9g，陈皮 10g，
白芍 15g，防风 15g，砂仁 15g，炙甘草 10g，上方服 7 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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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照组
瘙 痒 积 分 治 疗 前 （ 14.55±5.05 ）， 治 疗 后 瘙 痒 积 分 为

以渗湿，方中以生地、赤芍、当归、川芎为四物汤之意补血活

（12.15±6.81）。两组之间差异明显，P<0.05。可见养血止痒

血加用阿胶以助养血，荆芥、防风、苦参、蝉衣、蛇床子祛风

膏可以明显降低血液透析病人瘙痒症状积分，疗效优于对照

止痒，僵蚕入血搜风定痒，柚子皮、土茯苓祛湿，橄榄油润肤。

组。

诸药配合，共收其功。

3

讨

论

皮肤瘙痒是血液透析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血透患者皮
肤瘙痒类型各种各样，但不外表现为皮肤干燥、色素沉着、
局部湿疹、苔癣样变、粗糙增厚、脱屑结痂等皮肤损害，随

经临床试验证实，我院自制养血止痒膏可明显改善透析病
人皮肤瘙痒症状，无毒副作用，且经济实用，操作方便，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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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相关等因素有关。
中医认为“痒自风来”
，尿毒症患者皮肤瘙痒属于“痒风”
、
“隐疹”范畴。《诸病源候论》记载“风痒者，是体虚受风，
风入腠理，与血气相持，而俱往来于皮肤之间。邪气微，不能

作者简介：
于晓瑜（1980-），女，籍贯：辽宁；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主治
医师；工作单位：广州市中医医院。

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早在《内经》即有“痛为实，痒为
虚”的记载。尿毒症皮肤瘙痒以血虚生风为本，湿毒郁于腠理，
肌肤失于濡养为标。我科自拟养血止痒膏以养血祛风为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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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清石汤治泌尿系结石 150 例体会
Experience of treating 150 cases of urinary calculus with
the self-made Qingshi decoction
石锦明 尹巧英
（东莞市寮步医院，广东 东莞，523400）
中图分类号：R36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81-02

【摘 要】 目的：探讨自拟清石汤治疗泌尿系结石的临床疗效。方法：对我院门诊 150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予清石汤加减治疗
后，对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程度及结石排出情况进行评价。结果：治愈 76 例，显效 58 例，总有效率 89.3%。结论：自拟清石汤
有排石、消石功能，对泌尿系结石有一定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泌尿系结石；中医中药；自拟清石汤；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elf-made Qingshi decoction on treating urinary calculus. Methods:
150 patients of urinary calculus were given the modified self-made Qingshi decoction. The symptomatic relief degree and the calculus
elimination circumstance of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76 cases were cured, and 58 cases were effectiv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9.3%. Conclusion: The self-made Qingshi decoc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urinary calculus.
【Keywords】 Urinary calculus; TCM; The self-made Qingshi decoction;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2
泌尿系结石又称尿石症，包括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

质及疼痛忍受程度或原地跳跃或沿输尿管走向自上而下拍打

结石和尿道结石，是临床一种较为常见的多发病，好发于青壮

腰部，注意观察服药后小便情况。部分病人疼痛明显加用肌注

[1]

年男性，而我国南部各省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北部各省 。通
常常上尿路结石以草酸钙、磷酸钙结石为主，下尿路结石以尿
酸钙和磷酸镁胺结石为主，临床可出现腰腹痛、血尿、排尿时
突然中断等症状，严重时可造成肾功能损害，甚至可危及生命。
多年来，笔者运用自拟清石汤治疗 150 例，取得了较为满意的
疗效，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 150 例，均来自本院门诊病人。其中男性 86 例，女
性 64 例，年龄在 15～76 岁。全部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腰、腹

654-2 等药物以解痉止痛，20 剂为 1 个疗程，最多服食 2 个月。
2

结

果

2.1 治疗结果
治愈：
（结石排出，临床症状消失，复查 B 超或 X 光摄片
或静脉肾盂造影结石消失）
，76 例。显效：
（临床症状消失，经
B 超或 X 光等检查结石位置下移或体积缩小，结石数量减少，
肾积水消失）
，58 例。无效：
（临床症状仍存在，复查 B 超或 X
光摄片或静脉肾盂造影结石仍存在，体积及位置无明显改变）
，
16 例。总有效率为 89.3%。
2.2 病案举例

部疼痛，且全部病例均经 B 超或腹部 X 线摄片或静脉肾盂造

患者甲，男，32 岁，2007 年 8 月初诊。患者数月来常有

影确诊。其中单纯肾结石 58 例，单纯输尿管结石 36 例，单纯

腰部不适感，运动时症状明显。自服止痛片暂时缓解。近半月

膀胱结石 8 例，多发性结石 48 例，伴肾积水 72 例。结石数量

疼痛加剧，服止痛片疼痛不能缓解，腰部胀痛伴尿频，尿急而

在 2 颗以上者 126 例，病程自发现结石伴随临床症状出现起最

前来就诊。查患者双肾区叩痛，以左侧明显，左腰腹部沿输尿

短 2d，
最长 1 年半。
本组观察治疗病例均选择结石横径在 0.8cm

管行径压痛明显，腹部无反跳痛，舌质红、苔黄、脉弦数。腹

以下，且均经小便、血液等检查，排除肝、肾功能受损者。

部 B 超检查双肾结石各一颗，大小约（0.4×0.4）cm2、左肾中

1.2 治疗方法

度积水，左输尿管上段扩张，中上段结石约（0.6×0.4）cm2，

清石汤组成：金钱草 30g，石韦、瞿麦各 20g，生地、怀

小便检查红血球＋＋、白血球少许。诊断为尿路结石伴肾积水，

牛膝、白芍、海金沙各 15g，桃仁、柴胡、枳壳、内金、地龙

证属湿热内蕴，气机不畅。治宜清利湿热，消石通淋。投清石

干、车前子各 12g，甘草 5g。加减：疼痛明显者加沉香 12g（后

汤原方加黄芩 15g，4 剂，1 剂/d，水煎服。4d 后复诊，诉服药

下）
，玄胡 12g；血尿明显者加蒲黄 12g，茅根 15g；热象明显

3 剂后腰痛明显，小便刺痛不畅，后排结石 1 枚，疼痛顿失。

者加黄芩 15g；年老体弱或伴气虚者加党参 30g，当归、黄芪

B 超复查双肾小结石各 1 颗，无积水，双侧输尿管无扩张，无

各 15g。以上药量视病者年龄大小及体质强弱情况酌情调整。

结石。继服上方加减治疗。数月后随访患者诉常自服上方先后

服法：1 剂/d，水煎至 600ml 分 2～3 次服。服药后根据病者体

合 30 余剂，曾见小便排出小砂粒样物，至今腰痛症状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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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4]。由于砂石既成，尿路受阻，气血失畅故以柴胡、枳壳理

论

泌尿系结石属中医学石淋、砂淋、血淋范畴。隋代巢元方
在《诸病源侯论·诸淋病候》中指出：
“石淋者，淋而出石也，
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砂石，肾虚为热所乘，热则成
淋。其病之状，大便则茎里痛，尿不能卒出，痛引少腹，膀胱
里急，沙石从小便道出，甚者塞痛合闷绝。
”清·尤在泾在《金
匮翼·诸淋》中说：“初则热淋、血淋，就则煎熬水液，稠浊
如膏、如砂、如石也。”吾邑患此疾者甚众。其证属湿热蕴积
下焦，煎熬尿液，膀胱气化不利，日久结聚成形所致。此病的
治疗方法频多，对较大的结石多采取手术或体外冲击波碎石等
治疗。但由于费用高，损伤明显，故对较小的结石宜首选服药
治疗。中医治疗此病宜清利湿热，理气通淋排石为主。方中金
钱草可使草酸钙消失或体积缩小，能有效抑制尿结石的形成[2]，
且我国广东省东江流域泌尿系结石以草酸盐结石为主[3]。车前
子、石韦、瞿麦清热利尿通淋，内金、海金沙化石溶石为主要

气，怀牛膝、桃仁活血通降引结石下行，地龙干具利尿、通络
解痉之功，助结石移动。生地增液养阴可防渗利伤津之弊，又
可“增液以行舟”利结石移行。白芍、甘草和中缓急解痉止痛。
诸药合用具清利湿热理气活血通淋排石之效。
参考文献：
[1]李乐丁.浅谈泌尿系结石的病因及防治[J].航空航天医学杂志,2011,22(6):
688-689
[2]王萍,沉玉华,谢安建,等.金钱草提取液对尿液中草酸钙晶体生长的影响[J].
安徽大学学报,2006,30(1):80-84
[3]邝荔,谭燕华.广东省东江流域泌尿系结石化学成份分析[J].广东医学杂志,
2002,23(10):1029-1031
[4]朱建平,邱志济.朱良春治疗泌尿系结石“对药”特色[J].辽宁中医杂志,
2000,27(12):532-533

药物，张锡纯谓“鸡内金，鸡之脾胃也，中有瓷、石、铜、铁
皆能化之，其善化瘀积可知。”临床证实鸡内金确有化石之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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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母生化汤促进 192 例剖宫产术后患者子宫复旧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improving 192 cases of uterus involution after
uterine-incision delivery with Qimu Shenghua decoction
张生臣
（安阳新区白璧镇卫生院，河南 安阳，455112）
中图分类号：R3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82-02

【摘 要】 目的：探讨芪母生化汤促进剖宫产术后患者子宫复旧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384 例剖宫产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192 例，对照组给予缩宫素促进子宫复旧，观察组给予芪母生化汤治疗，1 疗程后对比两组子宫复旧指标及产后出
血量。结果：观察组子宫复旧高度大于对照组，子宫三径之和小于对照组，严重宫缩痛患者比例小于于对照组，早期产后出血量
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早期产后出血患者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芪母生化汤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固本培元、祛瘀生新，可明显加快剖宫产术后患者子宫复旧速度，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产后出血，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 芪母生化汤；剖宫产；子宫复旧；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Qimu Shenghua decoction on improving uterus involution after
uterine-incision delivery. Methods: 38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9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xytoci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Qimu Shenghua decoction. The uterus involution indexes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amounts were compared after a treatment course. Results: The uterus involution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three-diameter summation of uterus, severe uterine contraction ache rate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amou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Qimu Shenghua decoc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creasing the uterus involution pace, reliving sufferings of the patients and diminishing postpartum hemorrhage
amount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Qimu Shenghua decoction; Uterine-incision delivery; Uterus involut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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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复旧不良是导致产后出血的主要诱因，因此尽快促使

当归 20g，川芎 12g，桃仁 9g，干姜 6g，炙甘草 6g，1 剂/d，

子宫复旧是预防产后出血的有效手段。笔者应用芪母生化汤促

水煎 400ml 早晚分两次温服，连续服用五剂。两组均以 5d 为 1

进 192 例剖宫产术后患者子宫复旧，疗效颇佳，现总结报告如

个疗程。

下。

1.4 观察指标

1

选择四名专业妇产科护理人员测定、记录观察指标：①子

资料与方法

宫复旧指标：两组患者均在剖宫产术后即刻用皮尺测量宫高

1.1 一般资料

（子宫底距耻骨联合上缘中点的垂直高度）作为基础宫高，在

将我科 2009 年 9 月～2012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384 例剖宫

剖宫产后 5d 的晨起 7h 嘱患者排小便后按摩子宫 20min，测量

产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92 例。对照组：年龄

宫高作为治疗后宫高，以治疗后宫高与基础宫高之差作为子宫

21～36 岁，平均（25.2±2.8）岁；初产妇 113 例，经产妇 79

复旧高度；剖宫产后 5d 行盆腔 B 超计算子宫三径（长径、横

例；孕周 35～39 周，平均（37.2±0.6）周。观察组：年龄 21～

径、前后径）之和；记录治疗期间出现严重宫缩痛的患者例数；

37 岁，平均（25.3±2.9）岁；初产妇 115 例，经产妇 77 例；

②产后出血情况：剖宫产后应用专用产妇垫收集阴道出血，产

孕周 35～39 周，平均（37.4±0.7）周。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

超过 500ml
后 24h 以称重法计算出血量作为早期产后出血量[1]，

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

者诊断为早期产后出血。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5 统计学方法

纳入标准：①剖宫产术顺利分娩；②同意纯母乳喂养；③

所得数据使用 SPSS 1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签署入组同意书并配合治疗。排除标准：①伴有子宫肌瘤、子

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宫畸形等妊娠、分娩并发症；②伴有其他系统严重疾病；③伴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有乳房疾病不能母乳喂养。

意义，P<0.01 为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剖宫产术后常规应用抗菌药物治疗 3d，并要
求给予纯母乳喂养。对照组给予缩宫素（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

2

结

果

2.1 子宫复旧指标对比

司，国药准字 H31020850）10U 稀释后缓慢静脉滴注，根据患

观察组子宫复旧高度大于对照组，子宫三径之和小于对照

者耐受度调整滴速，连续应用五天；观察组在缩宫素治疗的基

组，严重宫缩痛患者比例小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统计

础上给予芪母生化汤治疗，方药：黄芪 45g，益母草 20g，全

学意义（P<0.01）
，具体对比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子宫复旧指标对比
组别

总例数

子宫复旧高度（ x ± s ，cm）

子宫三径之和（ x ± s ，cm）

宫缩痛 [n（%）]

对照组

192

5.85±1.21

28.95±2.74

101（52.60）

192

观察组
△

△

7.43±1.17
▲

▲

△

★

26.83±2.67

▲

★

62（32.29）

★

注：与对照组比较， t=13.0072， P<0.01， t=7.6783， P<0.01， x²=16.2136， P<0.01。

2.2 产后出血情况对比
观察组早期产后出血量平均为（142.83±59.78）ml，明显

归养血活血、川芎行气活血、桃仁活血祛瘀辅助君药祛瘀生新，

少于对照组的（131.16±58.34）ml，t=2.6790，P<0.01，差异
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早期产后出血患者发生率为

用，补气摄血以固本，养血活血、祛瘀生新止痛以去标，标本

1.56%（3/192），少于对照组的 5.73%（11/192），x2=4.7444，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用，可明显加快子宫复旧速度，减轻宫缩疼痛，降低产后出血

3

讨

共为臣药，干姜温经止痛、炙甘草温阳调中共为佐使，诸药合
兼治。本组数据显示，剖宫产术后以芪母生化汤配合缩宫素应
量，各方面数据均优于单用缩宫素治疗，说明芪母生化汤疗效
确切。
总之，芪母生化汤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固本培元、祛瘀生

论

近年来随着剖宫产术水平不断提高及担心阴道分娩对胎
儿有所损害的孕产妇不断增多，剖宫产率逐步上升[2]，但是剖
宫产造成的手术创伤、疼痛刺激、术后禁食等因素导致剖宫产
术后产妇易出血子宫复旧不良及产后出血[3]。现代医学主要应

新，可明显加快剖宫产术后患者子宫复旧速度，减轻患者痛苦，
减少产后出血，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用缩宫素来促进患者子宫复旧，从本组数据来看，此方法可一

[1]陈雪泉.益母草注射液预防阴道分娩出血和促子宫复旧 100 例[J].中国药业,

定程度上促进子宫复旧，但其可造成较为严重的宫缩痛及较高

2012,21(8):89-90

的早期产后出血发生率，增加患者痛苦且疗效不能满意。

[2]龚令.剖宫产指征变化临床分析[J].重庆医学,2011,40(23):2364-2365

中医学认为恶露乃血液化生，冲为血海，任主胞胎，妇女
产后胞宫空虚，因外邪直中或胞衣滞留，造成血不归经，冲任
[4]

[3]高山凤,贾红梅.益母草注射液促进剖宫产术后子宫复旧的临床研究[J].首
都医药,2010(18):44-45

失畅，恶露不绝 ，故笔者认为对其防治应固本培元、活血祛

[4]王艳,柴进华.生化汤加减治疗产后子宫复旧不良 56 例疗效观察[J].中医

瘀。芪母生化汤是在传统妇科名方生化汤基础上加黄芪、益母

药导报,2009,15(4):43-44

草化裁而成，此方以黄芪益气摄血、益母草活血调经为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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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红注射液治疗胸痹 200 例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200 cases of thoracic obstruction with
Danhong injection
米达辉 黑东旭 王 利
（内蒙古赤峰市阿旗中医院，内蒙古 赤峰，025550）
中图分类号：R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84-01

【摘 要】 目的：探讨丹红注射液治疗胸痹的临床疗效。方法：随机将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除了常规西药治疗外，
加用丹红注射液，对照组常规西药治疗。结果：实验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出院后发作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常规西药加用丹红注射液治疗胸痹心痛在临床上具有较好的疗效，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发作次数。
【关键词】 丹红注射液；胸痹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Danhong injection on thoracic obstruction.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Danhong injection more. Result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had
less attack time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Danhong injection had
better efficacy on treating thoracic obstruction in clinical, improving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and reducing the attack time.
【Keywords】 Danhong injection; Thoracic obstru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4
本文主要研究关于使用丹红注射液治疗胸痹的疗效，现将

1

液加入 250ml 生理盐水或糖盐水中，静脉滴注，1 次/d，具体
用量可根据患者病情来增减，但每日用量不宜超过 80ml，以防

研究经过整理分析，具体如下。

过量用药导致出血。对照组 200 例患者常规应用西药治疗，如

资料和方法

硝酸酯类、β 受体阻滞剂及钙拮抗剂等药物来扩张血管，改善

1.1 临床资料

冠脉供血，缓解胸痹症状。

研究对象是从 2010 年 3 月～2012 年 5 月在我院治疗的 400

1.3 统计处理

例胸痹患者，其中男性 236 例，男性 164 例，年龄 38～79 岁，

研究所得数据均运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

平均（62±7.3）岁。400 例患者有 311 例曾在我院门诊和病房

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

就诊过，经过全身体检无其他器官疾病，无药物过敏史和家族

统计学意义。

遗传病。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上无明显差异，具有可对比性。

结

2

1.2 方法
将 400 例胸痹患者平均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 200 例患者

果

详情见表 1。

除常规应用西药外，加用丹红注射液治疗，将 20ml 丹红注射
表 1 两组胸痹患者治疗效果和随访结果对比（n）
组别

n

显著有效
#

实验组

200

180（90%）

对照组

200

146（73%）
#

有效

无效

随访平均发作次数

15

5

2.4*

33

21

5.6

*

注：实验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出院后发作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 P<0.0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丹红注射液是中药丹参和红花的成分提取液，丹参和红花
都具有比较好的活血的功效，因此对于血瘀所致的胸痹都很好
的治疗效果，并且丹参还有养心的作用[1-2]，在活血通脉的同时
能够起到补心养心的功能，可以很好的扩张血管，有效减少心
肌耗氧[3]。从上述表格得知，实验组效果明显好于对照组，显
著有效率高达 90%，并且 6 个月后随访调查结果显示，发作次
数也明显的少于对照组患者，可见丹红注射液不仅可以有效提
高治疗效果，还能预防和减少发作次数。

参考文献：
[1]金玲.丹红注射液治疗心绞痛 30 例[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7(33):
5156,5162
[2]刘旭光,李玉.丹红注射液治疗心绞痛 46 例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药科技
2010,17(2):132
[3]戴慧,张延林,载琴,等.丹红注射液治疗心绞痛 112 例效果观察[J].卫生职业
教育,2009,27(3):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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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养阴活胃合剂对萎缩性胃炎的中医疗效
Investigation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Yangyin Huowei misture on
atrophic gastritis
邓耀松
（广东省大埔县人民医院，广东 大埔，514200）
中图分类号：R32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85-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养阴活胃合剂对萎缩性胃炎的中医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2010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治疗慢性萎缩性
胃炎的患者中选取 190 例患者，按照随机的方法将 190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89 例）和对照组（91 例）
，其中治疗组慢性萎缩性胃
炎的患者按照中医的养阴活胃合剂治疗，对照组则遵循西医的常规治疗。两组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分别于 2 个月后进行治疗前
后的病理和胃镜检查。结果：两组患者在两个月后的胃镜及病理检查对比发现，治疗组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有效率占 98.2%，对比
组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有效率占 83.4%。差异具有显著性，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医的养阴活胃合剂对与萎缩性胃炎有显著疗效，
值得在临床中进行推广应用。
【关键词】 养阴活胃合剂；萎缩性胃炎；中医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CM therapeutic effect of Yangyin Huowei misture on atrophic gastritis. Methods: 190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May 2010 to May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89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91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Yangyin Huowei mistur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Pathology and gastroscopy were taken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2 months.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8.2% and 83.4%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Yangyin Huowei misture
had notable efficacy on atrophic gastriti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Yangyin Huowei misture; Atrophic gastritis; TCM therapeutic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5
萎缩性胃炎的发病原因是由于胃粘膜已经发生了萎缩性

8 周，治疗组患者在做完常规检查后采用中医的养阴活胃合剂

的改变的，由于胃粘膜的上皮受到反复损坏而导致的，是消化

治疗。中医中药的养阴活胃合剂治疗，其养阴活胃合剂的用药

系统的多发病、常见病的一种，使胃络受损，致胃失和，容易

计量如下：鸡内金 9.8g，枳实 8.9g，丹参 15g，莪术 5.9g，炒

导致胃病加重，且具有反复发作、病程长的特点。我院在治疗

自术 10g，白茅根 9.8g，茯苓 19.2g，砂仁 5.8g，陈皮 9g，海

萎缩性胃炎中采用养阴活胃合剂的治疗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

螵蛸 30g，茜草 8.8g，雀弧萎 15g。分两次煎熬，共 450ml，1

果，现将养阴活胃合剂的治疗方法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副/d，饭后 0.5h 后服用，分两次口服。两个月为 1 个疗程。在
治疗中应注意标本兼顾、通补兼施。以缓解胃痛、养胃治胃为
治疗原则。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0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治疗组与对照组的萎缩性胃炎患者均以 8 周为 1 个疗程，
主要记录并观察治疗前后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表现及症状、体

的患者中选取 190 例患者，按照随机的方法将 190 例患者分为

征基本消失或消失，对比两组患者的胃脘疼痛程度、持续时间、

治疗组（89 例）和对照组（91 例）
，治疗组 89 例，男 49 例，

次数和胃脘胀满情况，并比两组萎缩性胃炎患者在治疗前后的

女 40 例，年龄最小 31 岁，最大 75 岁，病程在 9 个月～16 年。

变化，时刻记录好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暖气、口干口苦、泛酸烧

对照组 91 例，男 50 例，女 41 例，年龄最小 28 岁，最大 72

心的病状。治疗组养阴活胃合剂诊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

岁，病程在 10 个月～18 年，两组患者在病程上、性别、年龄

床研究指导原则》来作为诊断标准。对照组西医治疗参照：
《萎

上无明显差异，可以进行分析比较。

缩性胃炎诊断标准》来作为诊断标准。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患者都先以我院常规的萎缩性胃炎进

2

治疗结果

行治疗，治疗期间忌饮酒吸烟及辛辣食物，停止服用一切其他

对照组和治疗组的萎缩性胃炎患者在治疗后两个月的进

的治疗萎缩性胃炎的药物。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检查后先用西医

行复检，其结果显示对照组 91 例患者，西医有效 80 例，无效

的口服药物维酶素 3 次/d，0.87g/次，予克拉霉素 2 次/d， 0.54g/

11 例，加重 0 例，总有效率 82.4%。治疗组 89 例患者，中医
有效 84 例，无效 5 例，加重 0 例，总有效率 98.2%。差异具有
（下转 86 页）

次，埃索美拉唑 1 次/d，38mg/次，阿莫西林 2 次/d，0.9g/次。
胃脘胀满明显者，予盐酸伊托必利 3 次/d，50mg/次。治疗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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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补肾法在少弱精子症中的应用效果观察及分析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efficacy of Shugan Bushen treatment in
olig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李经国
（广西藤县人民医院，广西 藤县，543300）
中图分类号：R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86-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与分析疏肝补肾法在少弱精子症中的应用效果，从而探讨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方法：选取 75 例少
弱精子症者且给予疏肝补肾法，同时对 75 例患者治疗效果和精液指标进行观察与相关数据的统计学处理、分析。结果：疏肝补肾
法治疗少弱精子症总有效率达 86.67%、无效率仅占 13.33%；且治疗 1 个疗程与治疗前各项精液指标相比▲P<0.05，治疗 3 个疗程
与治疗前相比▲▲P <0.05。结论：疏肝补肾法在少弱精子症治疗中应用效果显著，是治疗少弱精子症的重要措施之一。
【关键词】 疏肝补肾；少弱精子症；效果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hugan Bushen treatment on olig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Methods: 75 patients were given Shugan Bushen treatment and their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sperma indexes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Shugan Bushen treatment was up to 86.67%, and the ineffective rate was
13.33%. And the sperma indexes after a treatment course and after 3 treatment courses both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those of
pre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Shugan Bushen treatment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olig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Keywords】 Shugan Bushen treatment; Olig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6
少弱精子症是指精液参数中向前运动的精子（A 和 B 级）
[1]

加减，如兼加下焦湿热者可加用苍术 15g，车前子 20g，兼加

小于 50%或 A 级运动的精子低于 25%的疾病 ，该症作为男性

血瘀者加用丹参 15g，红花 12g，赤芍 12g，遗精者加用金樱子

不育的常见原因，其发生率约占全部男性不育症的 3/8[2]，因此

15g，五味子 15g；上述中药水煎服，早晚 1 剂，温服，1 个月

严重影响了患者家庭生活，而对于该病，目前尚缺乏理想的治

为 1 个疗程，共观察 3 个疗程。

疗方法，所以笔者根据中医理论，采取疏肝补肾法干预此种病

1.3 治疗效果标准
参考《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

症，其效果显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册》[4]进行评定，即①痊愈：配偶受孕或精液检测各项指标正
常；②显效：配偶虽然未受孕，但治疗 3 个月后精子密度≥20
×106/ml，精子活力 A+B 级≥50%（或者 A 级≥25%）
，精子

于 2010 年 4 月～2011 年 5 月在本院门诊选取 75 例少弱精

活动率≥60%；③有效：治疗 3 个月后精子密度、活力、活动

子症患者，入选患者符合《男科学》[3]诊断标准，即①婚后 2

率，三项中至少有一项提高≥30%；④无效：治疗后患者无改

年内夫妻同居，无避孕且规律性生活而难以受孕；②精液常规

观、精液指标无改变。总有效＝痊愈＋显效＋有效。

检查：精子数<20×109/L，和（或）a 级精子<25%或（A+B）

1.4 统计学处理

级精子<50%；③抗精子抗体（—）
。排除标准：①配偶存在不

数据利用 SPSS13.0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计量资料数据符

孕；②性生活不正常；③逆行射精或不射精；④因服用药物影

合正态分布的，采用 t 检验，数据用（ x ± s ）表示；计数资料

响精子活力；⑤先天畸形、梗阻、睾丸萎缩、精索静脉曲张 II。
以上；⑥染色体异常；⑦合并严重并发症；⑧依从性差。75

采用同组中多个构成比比较的卡方检验。P<0.05 示数据有统计
学意义。

例少弱精子症者年龄 24～36 岁、平均（28.00±1.00）岁，病

结

果

程 2～6 年、平均（3.50±0.50）年。

2

1.2 中医药治疗

2.1 75 例少弱精子症者临床治疗效果

根据中医药理论，75 例少弱精子症者采取疏肝补肾法，具
体方药如下：淫羊藿 30g，熟地黄 30g，枸杞子 15g，黄精 15g，
何首乌 15g，柴胡 15g，佛手 12g，同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临症

通过给予两组少弱精子症者中医药治疗后，显示总有效率
▲

高于无效率，即 P<0.05，提示本次疏肝补肾法效果显著。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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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5 例少弱精子症者临床治疗效果（n，%）
治疗效果

痊愈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n

75

36

16

13

10

65

构成比例

100.00

48.00

21.33

17.33

13.33

86.67▲

▲▲

2.2 75 例少弱精子症者不同时间段精液指标对比

疗前相比

通过给予两组少弱精子症者中医药治疗后，显示治疗 1 个
▲
疗程与治疗前各项精液指标相比 P<0.05，治疗 3 个疗程与治

表 2。

P<0.05，提示疏肝补肾法能明显改善精液指标，见

表 2 75 例少弱精子症者不同时间段精液指标对比
精液指标

3

精液量（ml）

n

治疗前

75

2.15±0.40

治疗 1 个疗程

75

2.80±0.50

治疗 3 个疗程

75

3.20±1.00

分

精子数（109/L）
4.50±2.80

▲

18.00±3.00

▲▲

26.00±9.00

▲

▲▲

活动精子百分比（%）
12.30±6.60
40.00±12.00
50.00±16.00

▲

▲▲

A 级精子（%）
2.60±1.40
7.20±5.60
13.50±4.00

▲
▲▲

（A+B）级精子（%）
8.90±3.00
30.00±8.00
38.00±9.50

▲

▲▲

肝补肾，其中淫羊藿、熟地黄可壮阳滋阴、填精益髓，枸杞子、

析

少弱精子症是男性不育的常见原因，而引起少弱精子症的
因素较多（如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活因素等），其治疗尚
无特效药物，只能给予营养性药物，因此收效欠佳；而中医对
该病早有记载且论述颇多，例如中医记载“肾藏精，主生殖，
为先天之本，内寓元阴元阳”、《诸病源候论》曰：“肾主骨髓
而藏于精，虚劳、肾气虚弱故精少无子也”。所以笔者本次根
据中医理论，将疏肝补肾法应用于少弱精子症患者治疗中，通
过本次对 75 例少弱精子症者的临床观察，其表 1 治疗结果显
示疏肝补肾法治疗少弱精子症总有效率高达 86.67%、无效率仅
占 13.33%，同时表 2 患者精液中各项检测指标显示随着治疗时
间的进展，患者精液量、精子数、活动精子百分比和 A 级精子
等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好转，提示疏肝补肾法效果显著且能明
显改善患者精液状态、对促进患者康复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
值。因为中医认为肝肾同源，肾藏精、肝藏血，精血相互滋生，
肾精需肝血所化之精填充、肝血则有赖于肾精的滋养；一旦发
生病理现象，二者相互影响，造成肾精不足、肝失疏泄，所以
在治疗上补肾与疏肝并重。因此在上述原则下，本次选用淫羊
藿、熟地黄、枸杞子、黄精、何首乌、柴胡、佛手等中药以疏

黄精、何首乌则具有滋阴补肾之功效，柴胡和佛手则能疏肝理
气，因此全方虽小、但方小药精，共达疏肝补肾之目的。同时
现代中药学也研究显示诸如淫羊藿等中药具有类似睾丸素等
功效，能够促进雄性激素结合蛋白的生成、增加精子活动等；
枸杞子富含锌等多种微量元素、可有效改善精子运动功能等[5]。
总而言之，疏肝补肾法在少弱精子症治疗中应用效果显
著，能明显改善精液状态、增加精子数量和提高精子活动，因
此是治疗少弱精子症的重要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1]吕家驹.实用临床男科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420
[2]郭宝垒.中医药治疗弱精子症研究近况[J].光明中医,2009,24(12):2405- 2407
[3]郭应禄,胡礼泉.男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1
[4]世界卫生组织.WHO 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
册[M].4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79
[5]王万春,封俊光,严张仁,等.强精汤治疗少弱精症临床疗效观察[J].时珍国
医国药,2009,20(3):7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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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所示。

凉硬烫的食物。因而养阴活胃合剂是一种耐受性好、安全性高、
疗效肯定、价格低廉的治疗萎缩性胃炎的药物，使用效果更佳。

表 1 两组萎缩性胃炎患者 2 个月后治疗效果分析

3

组别

n

有效

无效

加重

总有效率（%）

治疗组

89

84

5

0

98.2%

对照组

91

80

11

0

80.4%

讨

论

中医医治萎缩胃炎主要以中药为主，调养为辅，中药中鸡
内金、枳实、丹参、莪术、炒自术、白茅根、茯苓、砂仁、陈
皮、海螵蛸、茜草、雀弧萎等药材对胃黏膜固有腺萎缩、血液
循环差、胃动力减弱、胃分泌功能低下、暖气、怠倦乏力、口
干口苦都有修复作用，在治疗萎缩性胃炎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①对于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应及早加用抗敏感

值得临床推广[5]。
参考文献：
[1]韩英,梁灿炎,王治伟.养阴活胃合剂治疗萎缩性胃炎患者 55 例[J].东药学
院学报,2011.34(16):42-43
[2]郑英,罗希芝,王树玲.养阴活胃合剂与西医西药治疗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疗
效对照研究[J].中国药学杂志,2010.12(10):75
[3]田玮降.治疗胃受损的萎缩性胃炎患者[J].胃炎胃病病杂志,2010.45(23):36
[4]邓舜,吴桂熙,王永年.养阴活胃合剂治疗慢性萎缩胃炎综合症临床观察[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46(13):25-27
[5]李淑云,邢海宁.中医中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疗效观察[J].中国中医药
咨讯,2011.33(11):58-59

药物，以免形成耐药性。②要有正确的护理加之治疗适当，才
会有良好的的治疗情志，肝气不舒容易导致克脾犯胃，胃络受
损，致胃失和降，加重病情。③注意饮食，少食辛辣刺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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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人性化的护理浅谈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 of humanization nursing on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杨 丽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33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88-02

【摘 要】 目的：探讨在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上进行人性化护理，为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治疗提供一定的帮助。
方法：选取我院 2009～2011 年收治的 100 例采用中医治疗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在患者的临床上采取人
性化护理，分析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本组 100 例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中，其中有效 50 例，显效 40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
90%，人性化护理实施在中医心血管疾病中取得较好的效果。结论：采取人性化护理措施在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上进行干
预，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使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有效的改善，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采取人性化护理取得较好的护理效果，
值得推广。
【关键词】 中医心血管疾病；人性化护理；心理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umanization nursing method of treat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ith TCM therapy.
Methods: 100 case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reated with TCM therapy collected from 2009 to 2011 were retrospective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humanization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effect was analyzed. Results: Among all the 100 patients, 50 cases were effective,
40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10 cases were invali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0%. Conclusion: Humanization nursing could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worthy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Humanization nursing; Mental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7
心血管疾病又称为循环系统疾病，在心血管疾病中常见的

时，那么，医护人员应该积极的与患者进行沟通，耐心的向患

有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动脉硬化等。该疾病有着病死率高、并

者讲解服用药物对提高治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医护人

发症多、造成伤残率高、发病率高以及复发率高等基本特征。

员在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时，应该采取屏风对患者进行遮挡。

所以，在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上实施人性化护理对延长

在对病危的患者进行急救处理时，应该将患者转移到相对安静

心血管患者的生命以及治愈患者病情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

的环境或者采取屏风进行泽当，防止患者在抢救过程中受到外

本文分析了在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上实施人性化护理，

部环境的刺激。

现报道如下。

1.2.3 全面的做好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心理护理。在中医心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管疾病患者的用药期间，怎样帮助患者消除绝望的心理，帮助
患者建立疾病痊愈的信心以及希望，是医护人员在工作中面临
的重大课题。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该认真的了解患者的心

选取我院 2009～2011 年收治的 100 例采用中医治疗的心

理需求，倘若患者心理出现变化时，则要专门对患者有效的实

血管疾病患者，本组 100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48 例，女性患

行心理疏导，使患者明白自身的心理状态对发展以及发生疾病

者 52 例，年龄在 42～88 岁之间，平均年龄 55.2 岁，本组 100

有着一定的影响，中医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治疗过程过程中容

例患者中心脏病患者 30 例，高血压患者 28 例，肺心病患者 10

易出现绝望、激动或者焦虑的情绪，医护人员在遇到这种情况

例，风心病患者 10 例，冠心病患者 12 例。本组患者均采用中

时应该积极的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健康观，同时鼓励患者适当

医进行临床治疗。

的去做一些户外活动，确保心理情绪能够处于乐观的状态。

1.2 人性化护理方法

1.2.4 确保患者的病房能够处理舒适、整洁以及安静的状态，

1.2.1 给患者构建一个能够帮助患者尽快恢复身体健康的环

当患者弄脏被褥时，应该立即进行更换，同时为心血管疾病患

境。在心血管疾病患者入院时给予热情的情绪，通过带领患者

者配置一个储物箱，让患者能够整齐的放置自己的物品。并且，

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面了解医院的生活环境，给住院患者介绍环

还能够通过了解患者的喜好，将照片、台历以及鲜花等物品摆

境时则需要告知患者病床的相关护士以及主治医生，让患者在

放在桌面上，在病情允许的条件下，还能够让患者阅读报纸以

治疗过程中出现问题可以立刻找到医生或者护士解决问题。

及聆听音乐等，使患者的心理能够处于愉悦的状态。应该在固

1.2.2 建立人性化的护理程序，将人性化护理的思想全面的体

定的时间内召集患者进行全面了解，积极采纳患者的意见以及

现。通过检查患者的基本病情，全方位的采取温馨的护理的程

需求，通过分析患者的具体需要有效的提高患者的护理。

序，在给患者用药之前，首先要告知患者所服用的药物以及药

1.2.5 医护人员在对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应

物对病情的实际帮助，如果遇到患者出现不配合用药的情况

（下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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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穿刺血肿清除术与去骨瓣减压术对
基底节区出血的疗效对比
Efficacy comparison between minimally invasive hematoma evacuation and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on basal ganglia hemorrhage
周正山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山东 茌平，252100）
中图分类号：R743.3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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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BDG

【摘 要】 目的：比较微创穿刺血肿清除术与去骨瓣减压术对基底节区出血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96 例基底节脑出血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8 例，采用微创穿刺血肿清除术治疗，对照组 48 例，采用去骨瓣减压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疗效。
结果：观察组治疗后患者按 ADL 分级治疗有效率为 91.7%，对照组为 79.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两组治
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明显降低（P<0.01），并且观察组比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0.01）。结果：微创穿刺血肿清除术对基底节
区脑出血的效果好于去骨瓣减压术。
【关键词】 基底节；脑出血；微创穿刺血肿清除术；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ies of minimally invasive hematoma evacuation and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on
patients with basal ganglia hemorrhage.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basal ganglia hemorrhag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8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perated through minimally invasive suction,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operated through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The efficacy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good rates in ADL were 91.7%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79.2%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1).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s in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P<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1). Conclusion:
Minimally invasive suction was better than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on patients with basal ganglia hemorrhage.
【Keywords】 Basal ganglia; Hemorrhage; Minimally invasive hematoma evacuation;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8
在我国高血压性脑出血发生率很高，占所有脑出血的

疗，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出血部位和出血量等方面均无明

60%～80%，最常见的发生部位为基底节区，约占 70%[1]。手

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①第一次脑出血

术的目的是占位效应解除，防止周围脑组织由于继发性血液产

或者既往有脑卒中病史，无后遗症者。②患者既往无严重的心

物的毒性作用而发生。采取手术方式清除血肿，减轻脑水肿，

肺肾等重要脏器病变，生命体征稳定，一般情况可能耐受全麻

降低颅内压力，以减少继发性脑损害由血肿引起，这对于脑组

手术者。③出血后血肿主要部位在基底节区。④出血量在>30

织功能在出血后的恢复将产生积极作用，急性期的病死率和恢

毫升或快速静点甘露醇后使已出现一侧瞳孔散大患者瞳孔回

复期的致残率从而得到降低。采取何种手术方式是临床研究的

缩的。⑤患者家属同意手术。

热点。我们通过比较微创穿刺血肿清除术与去骨瓣减压术治疗

1.2 治疗方法

基底节区出血，比较其效果。

1.2.1 观察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微创穿刺血肿清除术：CT 定位。头发剃去，适当给
予烦躁不安者镇静剂。出血位置根据头部 CT 显示出来，贴一
电极片在患侧颞部头皮上作为标记，电极片截面影像及血肿灶

选取本院 2007 年 10 月～2012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96 例基

在 CT 图像上可见到，理想的穿刺层面选择血肿量最大层面，

底节区脑出血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所有患者均于发病后 6h 内

在相应层面利用 CT 机的功能打出激光线并穿刺点在头皮上标

手术。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8 例，其中男 30 例，女 18 例，

出，穿刺方向多取垂直于矢状面，穿刺深度测出，头皮血管及

年龄 43～76 岁，平均年龄（61.3±9.2）岁，采用微创穿刺血

重要功能区避开，穿刺针选用相应长度。采用一次性 YI-1 型

肿清除术治疗。对照组 48 例，其中男 28 例，女 20 例，年龄

颅内血肿粉碎穿刺针，在局部麻醉下手术进行，将针钻一体用

43～76 岁，平均年龄（62.1±10.1）岁，采用去骨瓣减压术治

电钻驱动按预定靶点送入血肿中，钻芯退出，牢固地固定在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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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上内径 3mm 不锈钢穿刺针，引流管在侧孔接，抽吸血肿边

及酸碱平衡积极维持，营养支持加强，胃管鼻饲流质尽早为不

缘液态及半固态血肿，血肿总量的 1/3 缓慢清除为宜，反复采

能经口进食者留置；⑤早期行康复治疗。

用 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后，注入血肿腔内 0.9%氯化钠注射

1.3 疗效评定

液 3ml 和尿激酶 2 万 U 溶解液，注入后 1.5ml0.9%氯化钠注射

观察两组入院当时及治疗 28d 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

液再加注入，4h 夹闭后引流开放。每 2 万 u 尿激酶术后冲洗引

和神经功能缺损情况结果[2]，把治疗后疗效分为基本痊愈、显

流 l～2 次，
2h 夹闭后引流开放，
根据 CT 复查情况，
血肿<10ml，

著进步、进步、恶化四个等级，以基本痊愈和显著进步之和计

微创针 3～7d 拔除。

算显效率，以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之和计算有效率，治

1.2.2 对照组

疗过程中观察有无不良反应。

采用去骨瓣减压术：全麻后取患侧扩大翼点入路，大小为

1.4 统计学方法

（8～10）cm×（10～12）cm 骨瓣，脑组织切开于颞上或颞中

数据处理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5.0 进行，计数资料采用

回血肿距皮层最浅处，或牵开脑组织经侧裂剪开蛛网膜经岛叶

x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分级

至血肿腔，血肿清除在显微镜下进行，留置引流管于血肿腔，

比较采用 riddi 分析，P<0.05 表示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2

去骨瓣减压为大部分患者。
2

1.2.3 术后处理

结

果

2.1 两组总疗效的比较

①有昏迷、短期内不能清醒、呼吸道梗阻、肺部感染者可
及早行气管切开；②控制血压早期在 140～160/80～90mmHg

经比较，观察组有效率为 91.7%，对照组有效率为 79.2%，

左右；③头颅 CT 复查在术后 4～6h 进行，血肿残留较大时可

两组比较有明显差异（P<0.01）
，见表 1。

于尿激酶注入血肿腔内，每次 20000 单位，2h 夹管后开放；④
予降颅压、预防感染和应激性溃疡、营养神经治疗，水电解质
表 1 两组总疗效的比较
组别

n

基本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恶化

观察组

48

13

16

15

4

治疗组

48

9

12

17

10

2.2 两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的比较

（P<0.01）
，并且观察组比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0.01）
，见表 2。

经比较，两组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明显降低
表 2 两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的比较
组别

n

时间

观察组

48

治疗前

39.54±10.27

48

治疗后

16.34±8.16*#

48

治疗前

38.77±10.14

48

治疗后

25.26±9.25*

对照组

*

神经缺损评分（分）

#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1；两组治疗后比较 P<0.01。

3

讨

论

高血压脑出血是神经内、外科常见病之一，在短时间内高
血压脑出血形成具有占位效应的血肿，引发颅内压增高、脑水
肿，是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高血压脑出血严重者更是达 50%
的死亡率[3]。高血压脑出血最常见的部位是基底节内囊区，约
占所有高血压脑出血的 70%。

治疗基底节脑出血方面，微创穿刺血肿清除术的优势主要
表现在操作简便、手术时间短、创伤小、微创术采用局部麻醉、
住院时间短、住院费用低，对高龄、危重患者的限制在治疗上
有了突破，而且易于被患者和家属所接受，医院条件不受限制，
可以在床边进行，普及推广易于，是高血压脑出血目前治疗的
比较简便、理想的方法[6]。其清除血肿的硬通道技术通过 YL-1

采取什么样的术式，脑内血肿最有效的清除如何才能以尽

型穿刺针快速建立，对液态、半固态血肿通过正压进行冲刷、

可能小的外科创伤进行，颅内压迅速降低，一系列出血后的继

置换及引流，并液化血肿，降解固态血肿应用生化酶的技术，

发病理变化的防止和减轻，打破危及生命的恶性循环，功能尚

达到固态血肿快速融碎，使之引流从针腔排出颅外，血肿清除

可逆的脑缺血半暗区得到挽救，至今仍是神经外科治疗关注的

的目的达到，通过颅内压降低，使神经元的受压（不是破坏）

问题 。开颅血肿清除术经颞中回皮层或侧裂入路一般适用于

有恢复的可能性，使在短时间内为患者能清除部分或大部血

血肿体积较大，中线结构明显移位或引起脑疝的患者，因其具

肿，既可使血肿直接压迫损伤减轻了，又可使血肿本身释放的

有较大的创伤，术后患者较多的并发症，重度瘫痪率及病死率

多种生化物质减少，一系列出血后病理性改变所致的恶性循环

[4]

[5]

术后较高 。

从而得到改善，存活率及生存质量明显提高。密闭性方面，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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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比软通道好，其管腔在负压抽吸时无塌陷，对血肿的抽吸

[2]Nasser JA,Falavigna A,Bezerra M,et a1 ． Stereotactic fibrinolysis of

力强。血肿液化排出作用在血肿粉碎器作用下加速。因此血肿

spontaneous intraeerebral hematoma using infusion of recombinant tissue

总量的 1/3 左右可在采用硬通道技术一次性清除，具有明显的

plasminogen activator[J]．Arq Neuropsiquiatr,2006,60(2B):362-366．

减压效果，即使血肿量大甚至发生分叶状、不规则形状血肿及

[3]陈晋,李玻,郑文明.经外侧裂入路手术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 27 例疗效分析[J].

脑疝而采用双针法或多针法均能取得很好疗效。水肿是基底节

海南医学,2011,22(9):62-63

[7]

[8]

脑出血治疗挽救的核心 ，Oureshi 等 观察发现血肿周围组织

[4]Fayad PB,Awad IA. Surgery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J].Neurology,2008,

细胞凋亡坏死的比例在脑出血患者占 25%，而且随着手术时间

51(3 Suppl3):69-73

的延长，灶周凋亡坏死细胞的比例从而增高，微创手术由于其

[5]Saribekian AS,Ponomarev VA,Poliakova LN,et a1．Mortality after surgical

手术时间短，水肿区神经细胞可以尽可能多的挽救。采用微创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atomas[J].Zh Vopr

穿刺血肿清除术患者血肿能够早期地清除，其颅内压力可以降

Neirokhir Im N Burdenko,2009,68(1):3-11

低，患者的生命更好地挽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减少，患者遗

[6]胡登科,蔡烈风,杨昆胜.微创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现状[J].江大学学报(自

留后遗症得到避免[9]。孙耀辉等[10]研究显示，术后血压波动，

然科学版),2010,7(1):70-72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与术后再出血有明显的相关性。直

[7]札彦礼,兰青.高山压脑衄的早期微创手术治疗[J].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

接影响患者的预后，是造成术后再出血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

志,2007,6(1):92-94

对术后的治疗有严格规定。本研究显示，对于基底节区脑出血，

[8]Qureshi AI,Suri MF,Ostrow PT,et a1.Apoptosis as a form of cell death in

微创穿刺血肿清除术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去骨瓣减压术，可

intracebral hemorrhage[J].Neurosurgery,2007,52(8):1041-1048

以明显降低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P<0.01）
。

[9]方占海,姬明,董磊,等.微创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102 例临床疗效观察[J].

虽然本研究显示，对于基底节区脑出血，微创穿刺血肿清

宁夏医学杂志,2009,31(12):1181-1183

除术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去骨瓣减压术，但是对一些出血量

[10]孙耀辉,黄健聪,黄麟,等.高血压脑出血术后血压波动与再出血的关系[J].

大，昏迷程度深，颅内压较高的急诊手术患者，特别是中线结

实用医学杂志,2011,27(6):1053-1055

构在颅脑 CT 显示明显移位的患者，还是以开颅术去骨瓣减压

[11]王向宇.九种小骨窗开颅手术入路的实用性探讨[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11,12]

为宜

。

2005,21(6):331-334
[12]樊连国,海龙.颞下微骨窗人路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J].中国医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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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保持温和的语言、动作要确保敏捷迅速并且以微笑面对病人

并且有效提高。在此过程中，护士长应该有较强的领导能力，

等，使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的爱心以及关注。在给患者发药的

通过了解医护人员的实际情况，构建与之互相适应的学习方

过程中，应该主动的将中药倒到碗中待凉，并且准备吸管等到

案，在规定的时间内安排医护人员进行具体的操作，促进医护

[3]

药凉时给患者服用药物提供一定的方便 。倘若患者在服药过

人员能够有目的的学习并且强化护理知识，将实际的护理工作

程中出现不良反应，应该马上告知主治医生，对于患者在用药

与护理的理论知识互相结合，并且能够给主治医生在患者的临

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则要耐心的进行说明，要特别关注那些生

床治疗上的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②医护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应

活无法自行打理的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

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着想，逐渐的采取人性化护理代替传统的护

2

结

果

本组选取的 100 例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进行人性化护理
后，其中有效 50 例，有效率为 50%，显效 40 例，显效率为 40%，
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 90%，人性化护理实施在中医心血管疾
病中取得较好的效果。
3

结

论

人性化护理实施于本组选取的 100 例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

理工作，医护人员在护理时应该仔细的观察心血管疾病患者的
生活以及性格方面的特征，采取朋友的身份对患者进行护理工
作，能够使患者对恐惧疾病的心理得到有效的解除，对患者的
治疗起到一定帮助的作用。
总而言之，在中医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上采取人性化护
理进行干预，能够使患者的生命得到一定的延长，并且取得明
显的临床效果。
参考文献：

的治疗中取得较好的护理效果，说明了护理对中医心血管疾病

[1]苏虹,牛丽华.心血管疾病的护理干预[J].中国医药导报, 2009,12(15):123- 135

患者的康复情况以及治疗效果有着较大的影响，具体体现在：

[2]蔡梦冬.人文关怀在中医护理中的应用[J].吉林医学,2009,18(24):118-119

①医护人员应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通过了解人性化护理的

[3]区转焕.对心血管疾病的护理探讨分析[J].医学信息(中旬刊),2010,6(8):68-69

具体措施，促进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情商得到一定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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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电刺激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疗效分析
The effect analysis of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n
treating peripheral nerve injuries
周小斌 唐卫东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西 赣州，341000）
中图分类号：R6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092-02

【摘 要】 目的：观察功能性电刺激（FES）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神经肌体仪-低频脉冲治疗仪对 32
例周围神经损伤患者行 FES 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和疗程结束后予感觉功能评定（MS）、运动功能评定（SS）及肌电图（EMG）检
查,比较受损神经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CV）
、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CV）的变化及受损神经所支配肌肉 EMG 变化。结果：经治
疗，26 例患者神经功能恢复至 S3M3 以上，有效率 78.12%。神经电生理研究显示，治疗后 15 例患者出现再生电位，46.87%；治
疗后 MCV 平均值大于治疗前，P<0.05，比较具有显著差异。结论：FES 治疗使周围神经损伤患者的感觉、运动功能有显著提高。
FES 为周围神经损伤后促进神经再生及肢体功能重建提供了一个有效方式。
【关键词】 功能性电刺激；周围神经损伤；周围神经再生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ES) in treating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Methods: 32 cases of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patients treated by FES with neural body instrument of low-frequency pulse therapy
instrument. Respectivel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sensory function assessment (MS), motor function assessment
(SS) and electromyography (EMG) Examination, to compare the damaged nerve 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MCV), 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speed (SCV) changes and impaired nerve muscle changes of EMG.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nervous function of 26 cases
recovered to S3M3 or more. The efficiency was 78.12%. Neural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ies revealed. After treatment, 1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potential of regeneration, 46.87%; after treatment, the MCV average value was greater than before, P<0.05, it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After FES, the sensory and motor function of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patients improved obviously. FES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nerve regeneration and limb function reconstruction after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Keywords】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59
周围神经损伤是临床常见的疾病，尽管显微外科修复技术

刺激频率 20～80HZ，刺激电流波形为方波，波宽 0.1ms，刺激

已愈加精细，并使用药物促进神经再生，但神经再生速度仍不
理想。功能性电刺激（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FES）

收缩为准。电刺激部位：尽量接近受损神经，正极置于受损神

是利用电流的作用来促进损伤的周围神经再生和防治骨骼肌
失神经萎缩的低频电刺激疗法。我院于 2005 年～2008 年应用
功能性电刺激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现将观察该方法临床疗效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1.1 研究对象

强度 10～99mA，神经部分受损以引起神经支配肌肉发生明显
经近端，负极置于受损神经远端。
1.2.2 疗程及治疗时间
每个刺激点 5min，2 次/d，10d 为 1 个疗程，疗程之间间
隔 2d，治疗持续 3 个疗程。治疗开始时间：手术患者于术后第
7d 开始（避免发生切口感染）
；保守治疗患者入院后即开始治
疗。
1.2.3 疗效评价
分别于治疗前和疗程结束后根据周围神经损伤后感觉、运

本组 32 例，其中男性 24 例，女性 8 例。年龄：17～68
岁，平均 37.6 岁。损伤神经类型：全臂丛神经损伤 6 例；挠神

动功能评定量表（英国骨科协会制定）对神经恢复情况进行分

经损伤 12 例；正中神经损伤 2 例；尺神经损伤 4 例；腓总神
经损伤 7 例；胫神经损伤 1 例。其中不完全性损伤 27 例，完

患者治疗前、疗程结束后行肌电图（EMG）检查，比较受损神

全性损伤 5 例。排除神经离断伤患者。
1.1.2 损伤情况
损伤时间为 2～25d，平均 13d。患者肌力 0～2 级，受损
神经绝对感觉支配区减退或感觉丧失。

级[1]，并予感觉功能评定（MS）和运动功能评定（SS）。所有
经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CV）、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CV）的
变化及受损神经所支配肌肉 EMG 变化。
1.3 统计方法
数据用 SPSS11.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计量资料

1.2 研究方法

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

1.2.1 采用神经肌体仪-低频脉冲治疗仪行功能性电刺激治疗，

用 U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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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93经治疗 30d，24 例患者神经功能恢复至 S3M3 以上，有效

果

率 78.12%，见表 1。

2.1 神经功能恢复临床评价
表 1 功能性电刺激治疗前后神经感觉、运动功能（n，%）
S4M4

S3M3

S2M2

S0-1M0-1

治疗前

0（0）

0（0）

24（75.00）

8（25.00）

治疗后

18（56.25）

7（21.88）

5（15.62）

2（6.25）

注：治疗前后比较 u＝12.47>1.96，P<0.05。

2.2 神经电生理研究

治疗后失神经电位少于治疗前失神经电位，具有显著差

2.2.1 治疗前后 EMG 电位变化比较

异；治疗后出现再生电位、混合相增多。见表 2。

表 2 治疗前、后肌电图电位变化（n，%）
运动单位
失神经电位

再生电位

混合相

单纯相

无力收缩

治疗前

26（81.25）

0（0）

10（31.25）

16（50.00）

6（18.75）

治疗后

11（34.38）

15（46.87）

21（65.63）

9（28.13）

2（6.25）

注：治疗前后比较 u＝10.64>l.96，P<0.05。

2.2.2 神经传导速度（MCV、SCV）检测比较

具有显著差异，见表 3。

治疗后 MCV 平均值大于治疗前，t＝4.17，P<0.05，比较
表 3 EMG 检查神经传导速度测定结果比较 [ x ± s ，（m/s）]
组别

n

MCV

治疗前

32

31.65±12.14

27.52±11.36

32

*

48.28±12.89

治疗后

60.44±6.78

SCV

注：*治疗前后比较 P<0.05，**治疗前后比较 P<0.01。

3

讨

论

功能性电刺激可使肌肉被动地、有节律性收缩，维持肌肉
正常功能，延缓失用性萎缩，为神经再支配创造条件，并可促
进受损神经修复与再生，恢复其传导功能[2]。Politis[3]报道脉冲
电刺激能促进鼠坐骨神经功能恢复，并能增加神经损伤段和远
段再生轴突的直径，提高神经再生速度。另有实验发现，直流
电场治疗 组坐骨神 经每日 生 长 3.5mm 而 对照组 每天生 长
2.2mm，治疗组神经再生速度比对照组快 45%[4]。康少英等[5]

参考文献：
[1]朱家恺,卢传新,王书诚,等.周围神经外科学[M].广州:三环出版社,1991:
34-35
[2]燕铁斌.物理治疗学[M].北京:人民卫士出版社,2008.273
[3]Politis.Facilitated regeneration in the rat peripheral nervoussystem using
applied electric fields[J].Journal of Trauma,1998,14(4):222-224
[4]Schmitt LC,Schmitt LA,Rudolph KS.Management of a pa-tient with a
forearm fracture and median nerve injury[J].JOrthop Sports Phys Ther,2004,

经实验证实，经皮神经电刺激可促进神经侧侧吻合后神经侧支

34(2):47-56

的发芽能力。电刺激促进损伤神经再生的机制目前倾向于下列

[5]康少英,张克亮.经皮神经电刺激对周围神经侧侧缝合后神经再生作用的

假说[6-7]：增加血液再灌注；电刺激影响钙离子变化；电刺激促

实验研究[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6,21(4):301-303

进雪旺细胞增殖及髓鞘再生；促进神经轴突穿过类神经瘤样组

[6]Rushton DN.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nd rehabilitiantion an

织生长；增强神经纤维穿越瘢痕与间隙的能力；但上述假说尚

hypothesis[J].Med Eng Phys,2003,25(1):75-78

无一种能完全解释电刺激促进损伤周围神经再生的机制。

[7]Katada A, Nonakas, Adachi M, et al.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本研究表明，经过 30d 的功能性电刺激治疗，周围神经损

laryngeal adductor muscle restores mobility of vocal fols an improves voice

伤患者的神经感觉、运动功能有显著提高。神经电生理研究显

sounds in cats with uniwith unilateral laryngeal paralysis[J].Neurosci Res. 2004,

示，治疗后失神经电位少于治疗前失神经电位、出现再生电位、

50(2):153-159

混合相增多；治疗后 MCV 平均值大于治疗前，表明神经电生
理机能提高。功能性电刺激为周围神经损伤后促进神经再生及
肢体功能重建提供了一个有效方式，本研究采用的表面刺激式
方法，避免了体内埋置电极需再次手术取出及针电极造成的创
伤，操作方便无痛、适应证广泛，可早期开展治疗。

作者简介：
周小斌（1975-），女，37 岁，本科，主管护师。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康复科，研究方向：康复治疗与康复护理。

编辑：张红敏

编号：EA-121022112（修回：2013-02-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94-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4

基质金属蛋白酶 9 及其组织抑制物 1 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and tissue inhibitor-1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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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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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9）及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物 1（TIMP-1）作用于呼吸道的细胞外基质和基底膜，是调
节细胞外基质降解合成的主要酶类。目前普遍认为，MMP-9 /TIMP-1 比值失衡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发生、发展中起
重要作用。抑制 MMP-9 的过度表达、调节 MMP-9/TIMP-1 平衡可为指导临床研究 COPD 的发病机制和防治提供新方向。
【关键词】基质金属蛋白酶-9；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物-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Abstract】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MP-9)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1 (TIMP-1) operate on respiratory tract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and basement membrane are the main enzymes which regulate extracellular matrix degradation. And both of them are
the main enzymes which regulate extracellular matrix degradation. Inhibition of MMP-9 over expression and to adjust unbalanced
MMP-9/TIMP-1 may be direction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P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1;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0
1

引

5 个基本结构区，包括信号肽区、前肽区、催化结构区、纤维

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是一种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慢性肺部疾病，气流受限不

连接素样区和类血红素结合蛋白样区（MMP-7 不含此区）。
MMP-9 主要受基因转化，酶原活化及活化后抑制剂抑制三个

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目前普遍认为气道、肺实质和肺血

水平的调节，此三个环节相互作用，维持体内 MMP-9 的稳态。

管的慢性炎症为 COPD 炎性反应特征，呼吸道细胞外基质（Extra

MMP-9 不仅能降解几乎所有的细胞外基质成分，其降解片段

Cellular Matrix，ECM）重塑是 COPD 不可逆性气流受限的重要

亦能对炎性细胞产生趋化作用，如此更加重了局部的炎性反

病理基础，而基质金属蛋白酶 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应，从而使肺组织受到更严重的破坏。

MMP-9）及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物 1（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3

inhibitor-1，TIMP-1）是调节细胞外基质降解合成的主要介质。
本文就近年有关 MMP-9/TIMP-1 失衡与 COPD 的关系进展综述
如下。
2

TIMP-1 的来源与功能
组 织 金 属 蛋 白 酶 抑 制 物 （ Tissue Inhibitor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TIMPs）是内源性抑制 MMPs 活性的多功
能因子家族，能特异性地与 MMPs 催化活性中心的锌离子结

MMP-9 的来源及功能

合，促进 ECM 的沉积和抑制其降解，迄今已发现 4 个家族成

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是一
2+

2+

、锌离子（Zn ）的蛋白水解酶，是调节
组依赖钙离子（Ca ）

员，即：TIMP-1、TIMP-2、TIMP-3、TIMP-4。除了 TIMP-3
为结合 ECM 的非可溶性蛋白外，其余三种均为可溶性分泌蛋

ECM 降解的主要介质。自 1962 年 MMPs 家族的第一种胶原酶

白。TIMP-1 主要由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合成，

发现以来，一系列成员相继被发现，迄今已达 20 余种，可分

是一个由 184 个氨基酸和 6 个分子间二硫键组成的糖蛋白，分

为胶质酶、明胶酶、基质水解酶、膜型 MMPs 及其他型 MMPs

子量为 29Ku，
其基因位于第 10 号染色体短臂 Xp11.23-Xp11.4。

五大类。MMP-9 又称明胶酶 B，其主要作用是在金属锌离子存

它与 MMPs 按照 1∶1 的分子比例以非共价键结合形成酶-抑制

在的情况下，生理 pH 环境中参与 ECM 的降解和重建，其底

剂复合物，抑制 MMPs 的活性。TIMP-1 能与活化的或非活化

物主要是Ⅳ、Ⅴ、Ⅶ、Ⅹ型胶原，明胶和弹性纤维。它不仅能

的 92kDa 的 MMP-9 的结合抑制 MMP-9 水解蛋白的活性，同

切断 ECM 成分，调节细胞黏着，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胚胎

时阻断 MMP-9 对 MMP-3 的活化作用。TIMP-1 还被认为作为

发育、创伤修复及组织模型再塑等。正常情况下肺组织不表达

一种转录抑制剂抑制 MMPs 基因的转录。
如 TIMP-1 表达失常，

或仅表达微量的 MMP-9，但在各种刺激下，肺的实质细胞如

将导致基质成分合成和降解失衡，引起组织结构重塑。

支气管上皮细胞、Ⅱ型肺泡细胞、成纤维细胞、平滑肌细胞以

MMP-9/TIMP-1 失衡在 COP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及内皮细胞和肺的各种炎性细胞如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嗜

4

酸性粒细胞、肺泡巨噬细胞（Alveolar macro-phages，AM）、

4.1 MMP-9/TIMP-1 失衡与 COPD 的炎症反应

肥大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与树突状细胞等均能产生
[1-2]

MMP-9

。与 MMPs 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MMP-9 也具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作为一种重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多种炎症细胞和细胞因子。其早期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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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黏膜慢性充血水肿，黏膜下炎性细胞增多（以中性粒细胞

白表达水平，同时上调 TIMP-1mRNA 转录，增加 TIMP-1 蛋白

和巨噬细胞为主），黏液腺增生肥大，分泌亢进为主要表现。

表达水平，使 MMP-9/TIMP-1 比值降低。近来有学者从传统中

适时适量的 MMP-9 及 TIMP-1 的分泌对维持 ECM 合成和降解

药卫矛（Euonymus alatus）的茎中分离得到了一种咖啡酸衍生

趋于平衡具有重要作用。MMP-9 参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

物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CHA）能够在转录水平上抑制

病机制除了通过降解肺泡基质成份以外，还可通过趋化炎症细

MMP-9 的表达[16]。深入研究 MMPs 与 TIMPs 的表达及酶活性

胞聚集与破坏上皮/内皮结构，参与炎症反应与组织重建，炎症

调控机制，开发调节 MMPs/TIMPs 平衡的药物将会有很好的临

细胞在气道腔及气道壁中聚集，加重肺组织炎症反应，促进气

床应用前景。

[3]

[4]

道重塑，从而导致气流阻塞 。Raulo 等 研究发现患有 COPD
马的支气管灌洗液中上皮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及

6

MMPs 与 TIMPs 基因多态性与 COPD 的关系研究

MMP-9 含量明显高于健康马且与炎性细胞呈正相关。Mercer[5]

目前吸烟被认为是 COPD 的一个重要发病因素，但研究发

等研究发现急性加重期 COPD 患者痰中 MMP-9 水平升高，

现仅有 15%左右的吸烟者出现肺功能受损而发展成 COPD。这

MMP-9/TIMP-1 比值显著升高，而且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及

表明遗传因素也许在 COPD 的发生中起一定作用，吸烟增加了

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明显增加，MMP-9 水平与中性粒细胞及淋

这种遗传易 感性。Zhou 等 [17] 应用限制性片 段长度 多态性

巴细胞计数呈高度正相关，说明 MMP-9 参与 COPD 全身系统

（RFLP）技术研究表明，MMP-9 启动子-1562 位的多态性可

炎症反应且发挥着重要作用。BeehKM[6]等也研究证实，MMPs

能与中国南方汉族人群 COPD 易感性相关。Saitoh 等[18]的研究

通过促进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在肺内的聚集而参与了 COPD

表明日本 COPD 患者与 MMP-14 单体型（－165T：＋221T：

的炎症过程。郭瑞霞 等采用双抗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对

＋6727C：＋7096C）有关；而 ImranHaq 等[19]发现欧洲的重度

COPD 缓解期患者、与 COPD 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检

COPD 患者与 MMP-12 的 2 个单体型 SNP14（rs652438）和

测发现，COPD 患者诱导痰上清液及血清中 MMP-9 及 TIMP-1

SNP18（rs2276109）有关；Hirano 等[20]通过对 TIMP-2 基因的

均明显增加，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故 MMP-9/TIMP-1 比值

两种多态性研究发现，在＋853 位点（G/A）基因的多态性可

在 AECOPD 和 COPD 缓解期均低于正常对照组，与曹登瑞等[8]

使 TIMP-2 表达下降，
TIMP-2 抑制 MMPs 的能力降低故 MMPs

研究结果一致，提示 MMP-9/TIMP-1 失衡与 COPD 的发病机制

分解细胞外基质增加导致 COPD 的出现。由于不同国家、地区、

密切相关。

种族基因多态性不同，因此对于基因多态性与 COPD 的研究还

4.2 MMP-9/TIMP-1 失衡与 COPD 的气道重塑

需要在更多人种中深入研究证实。

[7]

在早期肺泡炎症阶段，MMP-9/TIMP-1 比值以升高为主。
中性粒细胞及单核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在释放 MMPs 的同时
也释放 TIMPs，使 MMPs 的降解作用局限化，随着病情的进展，
炎症细胞数目减少，成纤维细胞和结构细胞增多，故分泌
[9]

[10]

TIMPs 比 MMPs 增多，MMPs/TIMPs 比值失调 。李蕾

等发

7

结

语

MMP-9/TIMP-1 之间的平衡对于维持肺组织内细胞外基质
的降解与合成有重要作用，其二者之间失衡与 COPD 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深入研究 MMPs 及其抑制剂在 COPD 中的作用，

现 MMP-9 及 TIMP-1 含量及 MMP-9/TIMP-1 比率与 COPD 病

检测高危人群易感基因多态性，能为预防 COPD 的发生和临床

情严重程度呈高度正相关性，三者均与 FEV1%预计值呈负相

治疗提供新的方法。

关。孔英君[11]等发现在 COPD 急性发作期患者血清 MMP-9 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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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
长节段脊髓型颈椎病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bone graft confluence internal fixation in
treating merus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孙彦鹏 史相钦 马虎升 卜保献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323.1

洛阳，4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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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寻既简单安全，又经济有效治疗长阶段脊髓型颈椎病的治疗方法。方法：通过对 2008 年 2 月～2011 年
2 月 27 例长阶段脊髓型颈椎病采取颈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后疗效分析，探讨治疗长阶段脊髓型颈椎病的最佳治疗方案。
结果：所有病人均获得 12～24 个月随访，平均 15.5 个月。术后 12 月随访 JOA 评分为 7～15 分，平均 10.7±2.3 分，与术前 JOA
评分分值行配对资料 t 检验有显著性差异。分类评估：优 15 例，良 8 例，可 3 例，差 1 例，优良率为：85.18%。结论：颈前路减
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长阶段脊髓型颈椎病操作简单、安全，能有效解除脊髓压迫，重建颈椎稳定性，促进病情康复及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颈前路；减压；植骨融合；颈椎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mple, safe, economic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Methods: 27 cases of chronic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collected from February 2008 to February 2011 were treated with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bone graft confluence internal fixation.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up visited for 12～24 months, 15.5
months on average. The efficacies of 15 cases were excellent, 8 cases were good, 3 cases were effective, 1 case was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5.18%. Conclusion: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bone graft confluence internal fixation was simple and sage in
operation, effective in relieving spinal compression.
【Keywords】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Bone graft confluence; Cervical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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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老龄化及人民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脊髓型颈

所有病人均获得 12～24 个月随访，平均 15.5 个月。术后 12

椎病的发生率也在逐年上升。其中一部分严重脊髓型颈椎病病

月随访 JOA 评分为 7～15 分，平均（10.7±2.3）分，与术前

人需要手术治疗。其手术治疗方式不外前路和后路两种方式，

JOA 评分分值行配对资料 t 检验有显著性差异。分类评估：优

对于多阶段脊髓压迫型颈椎病，多数学者主张行颈椎后路减压

15 例，良 8 例，可 3 例，差 1 例，优良率为：85.18%。

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但随后发现，颈椎后路手术存在手术时

2.2 影像学观察
术后 12 月随访 DR 片显示植骨融合良好，无明显植骨塌陷

间长、固定融合节段多、术中出血多、术后恢复缓慢等缺点。
而近年来开展的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手术虽然能够采取非融合

及位置滑移。本组 19 例病人术前生理性前凸不同程度丢失甚至

方式解除脊髓压迫，有效减缓相邻节段椎间盘退变进程，但由

反屈，术前术后中立侧位 DR 片颈椎曲度分别为（9.8°±13.7°）

于其价格不菲，手术操作复杂，不能为大多数患者所承受。如

和（4.6°±9.5°）
，给予配对资料 t 检验有显著性差异。

何选取既有效解除多节段脊髓受压，又安全经济的解除病人病
痛的治疗方法最大程度的改善病人生活和工作质量成为摆在
我们面前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于 2008 年 2 月～2011 年 2

3

讨

论

长节段颈椎病虽然存在多个平面的椎体、椎间盘、椎管、

月采取颈前路减压植骨融合术治疗多阶段脊髓型颈椎病 27 例，

脊髓的病理改变，但是否均能引起临床症状，是否都需要一期

经 12～24 个月随访，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手术减压，以及手术入路的选择尚没有一致的认识。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国外学者[1-2] 设计出一种部分椎体切除术进行颈前路减压
植骨，来减少多阶段颈椎病手术治疗的并发症，获得了满意疗
效。由于颈椎椎管失状径上宽下窄，不适所有颈椎间盘病变均

本组病人 27 例，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2～

引起脊髓压迫，临床上多阶段颈椎病大多也是 1～3 个椎间盘

73 岁，平均 54.6 岁。病程 4 个月～18 年，平均 23.5 个月；3

突出压迫脊髓所致，且之间存在轻重之别。引出，我们认为选

节段受压 21 例，4 节段受压 6 例；所以病人均有四肢功能障碍，

择前路进行有效减压，仅在病变较重平面行颈前路减压术；对

有胸腹部束带感者 9 例，有二便功能障碍者 5 例，有外伤诱因

于伴有后纵韧带骨化者，可首选椎体次全切除减压。椎体次全

者 3 例；术前 JOA 评分为 4～13 分，平均（7.7±1.5）分。

切除后植入自体三面皮质骨髂骨块由于稳定性较差，局部微动

1.2 纳入标准

可增加假关节形成的几率。

1.2.1 存在脊髓型颈椎病四肢或会阴区症状和体征患者。

对于非后纵韧带骨化引起的多阶段颈椎病，可采取多平面

1.2.2 影像学资料显示病人存在 2 个阶段以上颈椎间盘突出压

减压，刮除椎间盘和椎体后缘骨赘，同样能使脊髓得到减压。

迫脊髓。

因为椎体的存在，颈椎的稳定性较好，植骨块融合率高，从而

1.2.3 无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能够配合 12～24 个月随访者。

降低了假关节的发生。对于椎体平面的骨赘，可给予潜行减压，

1.3 手术方式

已达到彻底减压的效果。

麻醉成功后，取仰卧位，常规消毒铺巾。均取右侧切开，

所选取的病例中，对于椎间盘跳跃性突出或三节段椎间盘

其中 4 例为右侧横切口，23 例为右侧斜切口，显露需要减压椎

突出者，给予椎间盘切除减压，相邻椎间盘突出者，行椎体次

间隙。C 型臂透视定位准确后，给予病椎间盘摘除减压，潜行

全切除并椎间盘切除术，随访效果满意，且术中视野清晰宽阔、

去除骨赘及钙化增生的后纵韧带，显露硬脊膜，彻底减压后，

安全系数增加，但节段椎间盘突出合并骨性压迫者，如局灶性

椎间或次全切除椎体间植入自体髂骨或椎间融合器或钛网（内

后纵韧带骨化等，也可采取椎体次全切除减压方式，已达到有

置自体椎体碎骨），常规选择适当规格颈前路钛板固定，分层

效减压的目的。

缝合包扎，刀口内植入橡皮引流条 1 根。其中 3 节段受压者次
全切除 1 椎体及 1 间盘者 12 例，单纯摘除 3 间盘者 9 例；4
节段者单椎体双椎体次全切除病单椎间盘摘除 4 例，单纯摘除
4 椎间盘者 2 例。
1.4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药物治疗，术后 24～48h 拔除引流条。术后 1 周、

颈椎前路手术植骨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植骨块或
替代物塌陷、松动脱落、以及取骨区并发症。不管是使用自体
髂骨块，还是选取钛网植骨，由于植骨块或替代物与植骨床匹
配性差异，可出现不同程度的植骨块松动脱落、塌陷滑移、假
关节形成等问题。尽管随着颈前路钛板及固定技术的发展，颈
前路减压植骨融合术后假关节形成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但由于

3 月、12 月拍摄颈椎正侧位 DR 片观察内固定系统情况及植骨

螺钉的松动、钛板的断裂、骨质疏松等情况的存在，融合不佳

融合情况，观察颈椎生理曲度变化，将术前术后颈椎生理曲度

甚至不融合情况在临床中仍常可见到。

进行配对资料 t 检验。参照日本骨科学会指定的颈椎病疗效评
定标准（JOA 评分法）评定病人术前、术后 1 周、3 月、12 月
神经功能变化情况。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Groff MW,Sriharan

S,Lee

SM,etal.Partial

corpectomy for

cervical

spondylosis. Spine,2003,28(1):14
[2]Hanai K.Subtotal vertebrectomy and spinal fusion for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Spine,1986,11(2):310

27 例病人术后四肢感觉和运动障碍及胸腹部束带感均有
不同程度减轻，大部分病人四肢运动灵活性得到改善，行走较
术前平稳有力，2 例二便功能障碍者术后二便功能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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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单纯胰岛素泵强化治疗及联合二甲双胍对
C 肽的影响
Short-term insulin pump treatment and Metformin on C-peptide
贺子懿 1 张 兰 2
（1.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沈阳，110032；2.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 沈阳，110032）
中图分类号：R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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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及配合二甲双胍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短期影响。方法：对 4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单纯胰岛素泵组（n=20）
、胰岛素泵配合二甲双胍组（n=20）
，比较 2 周强化治疗前后两组 C 肽释放试验
结果。结果：治疗后两组 C 肽水平升高，C 肽曲线下面积（AUCC）有统计学意义，单纯胰岛素强化组餐后 C 肽水平较疗前明显
升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
，二甲双胍联合组 C 肽水平较疗前升高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胰岛素泵联合二甲
双胍组保护胰岛 β 细胞功能可能是通过二甲双胍改善胰岛素抵抗（IR）而实现的。
【关键词】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胰岛素；二甲双胍；C 肽；C 肽曲线下面积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hort-term continuous subcutaneous insulin infusion (CSII)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on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β-cell function. Methods: 40 patients of T2 DM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imple CSII,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CSⅡcombined with metformin. C-peptid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treated group was as effective as CSII
group in AUC of C peptide (P<0.05). Postprandial C-peptid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e that in the treated group,
but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treated group. Conclusion: β cell function in CSII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group may improve by
insulin resistance with metformin .
【Keyword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 CSII; Metformin; C peptide; AUC of C peptid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2
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胰岛素（CSII） 联合二甲双胍强

馒头餐试验，检测 0、30、60、120、180min 胰岛素（Ins）
、C

化治疗 2 型糖尿病（T2DM）
，可以迅速降低血糖，减轻 IR，

肽（放射免疫法）
、HbA1C，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

保护胰岛 β 细胞功能。C 肽和胰岛素以等分子数共存于分泌颗

＝空腹血糖（mmol/L）×空腹胰岛素（mIU/L）/22.5，胰岛素

粒并同时释放至毛细血管循环中，且 C 肽不受肝脏酶灭活，半

分泌指数（HOMA-β）＝20×空腹胰岛素/（空腹血糖-3.5）
。随

衰期明显长于胰岛素，故测定血循环中 C 肽水平能反映 β 细胞

机抽取 20 人配合二甲双胍联合 CSII 治疗，治疗 2 周停泵，次

合成与释放胰岛素功能。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发现单纯 CSII 强
化治疗 2 周后 C 肽水平明显上升，CSII 联合二甲双胍治疗后 C
肽水平无明显改变。本研究旨在探讨 CSII 治疗及二甲双胍联
合 CSII 应用对胰岛细胞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内分泌科 2012 年 2 月～2012 年 6 月住院 1999 年 WHO
诊断标准确诊的 T2DM 患者 40 例，其中男 22 例，女 18 例，
年龄 25～65 岁，病程 1 月～5 年。空腹血糖（FBG）≥10mmol/L

日 100g 馒头餐试验复查 C 肽，计算 AUCC（见表 1）
。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l8.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用
（ x ± s ）表示，治疗前后及组间资料用 t 检验。
2

结

果

经过 2 周强化治疗 40 例患者血糖控制达标，两组 C 肽平
均水平上升 AUCC 升高两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CSII
组 C 肽水平明显升高，餐后 C 肽水平有统计学意义（P<0.05）
，
二甲双胍联合 CSII 组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本研
究治疗过程中血糖达标时间、低血糖发生率及患者体重变化均

和/或餐后 2h 血糖（2hBG）≥14mmol／L，无严重急慢性并发

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2 周后两组 FBG、2hBG 均达标，组间比

症，无明显肝肾功能异常以及感染、创伤、心脑血管意外等严

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

重应激状态。
1.2 方法
入院当日予测量身高、体重，计算 BMI，第二日给予 100g

3

讨

论

IR 和胰岛素分泌障碍是 2 型糖尿病发病中的两个重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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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贯穿病程的 IR 及糖毒性和脂毒性对胰岛 β 细胞的不断损

衰退为主。本研究结果显示，单纯胰岛素强化治疗 2 周后，胰

伤，导致 β 细胞功能进行性衰退[1]。β 细胞葡萄糖识别过程障

岛素分泌指数增高，与谢艳红等[4]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恢复早

碍导致 β 细胞“葡萄糖盲”
，或线粒体葡萄糖代谢障碍，从而

期高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从而延缓 T2DM 病情发展。

影响胰岛素分泌。有研究发现，高血糖本身对胰岛 β 细胞的功

二甲双胍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用药，具有降糖、改善 IR、

能和胰岛素有毒性作用，但在维持短期血糖正常后，高血糖的

控制体重、调节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血压、改善内皮

某些毒性作用可以消除，胰岛细胞的功能可以逆转[2]，早期干

细胞功能等作用，是超重或肥胖 T2DM 患者主要的治疗选择之

预 IR 可以阻止和延缓血糖进一步升高，使代谢紊乱得到很好

一。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强化治疗 2 型糖尿病，在较短的时间

的控制。

内使血糖得到满意控制，以解除高血糖的毒性作用[5]，同时通

已有研究表明 CSII 强化治疗能有效控制 2 型糖尿病患者

过二甲双胍改善胰岛素抵抗作用保护了胰岛 β 细胞功能。本研

血糖，改善胰岛功能与胰岛素抵抗，2 型糖尿病尤其新发病患

究结果显示，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强化治疗 2 周后血糖得到有

者早期进行 CSII 强化治疗，可以获得长期缓解效果[3]。根据 β

效控制，而 C 肽水平升高不明显，即是由于二甲双胍缓解 IR，

细胞功能自然史，T2DM 早期以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GSIS)

增加外周组织对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

表 1 治疗组对照组基本资料
例数

年龄

FPG

2hFPG

（男/女）

（岁）

（mmol/L）

（mmol/L）

20（10/10）

51.81±14.94

11.96±2.01

20（12/8）

51.71±10.55

12.02±2.32

BMI（kg/m2）

HbA1c（%）

HOMA-IR

HOMA-β

19.16±3.12

24.25±2.11

10.61±1.81

3.34±1.20

16.12±5.84

20.05±3.43

24.47±1.91

11.16±2.54

3.56±1.55

15.65±5.30

组别
泵组
二甲双胍
联合组

表 2 治疗前后 C 肽水平相关性分析
泵组（n=20）

空腹 C 肽
（ng/ml）
餐后 0.5hC 肽
（ng/ml）
餐后 1hC 肽
（ng/ml）
餐后 2hC 肽
（ng/ml）
餐后 3hC 肽
（ng/ml）
AUCC
▲

泵＋二甲双胍组（n=20）

治疗前

治疗后

P

治疗前

治疗后

0.71±0.38

0.92±0.77

0.125

0.71±0.32

0.96±0.76

0.109

0.90±0.37

1.39±0.93

0.010▲

1.00±0.38

1.28±0.77

0.126

1.08±0.33

2.40±1.60

0.001▲

0.95±0.51

1.41±0.71

0.054

1.29±0.34

3.36±1.51

0.000▲

1.40±0.46

2.10±1.25

0.074

1.08±0.38

2.89±1.11

0.000▲

1.68±0.41

2.65±1.70

0.120

3.26±0.94

8.28±3.64

0.000▲

3.99±1.94

6.52±3.30

0.037▲▲

P

▲▲

注：与治疗前相比 P<0.01，

P<0.05。

参考文献：
[1]Purreiio F, Rabuazza AM. Metaboiic factors that affect beta-cell function and
survival[J].J Diabetes Nutr Metab,2000,13(2):85-91
[2]Svitiz WL. Lipotoxieity and glucotecicity in type 2 diabetesl Effects o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J].Postgrad Med,2001,109:55-59,63-64
[3]张波,安雅莉.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诱导 2 型糖尿病患者长期缓解的预测

[5]Marchetti P, Del Guerra S. Marselli L. et al. Pancreatic islets from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have functional defects and increased apoptosis that are
ameliorated by metformin. J Clin Endocrinol Metab,2004,89:5535-5541

作者简介：
贺子懿（1988-），第一作者，女，汉族，籍贯：辽宁省大连市，学位：
硕士在读。

因素,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7,23(2):134-138
[4]谢艳红,莫朝晖,金萍,等.初诊 2 型糖尿病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后胰岛 B 细
胞功能的动态变化,中国糖尿病杂志,2008,16(4):225-227

编辑：李妍

编号：EC-130116112（修回：2013-02-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100-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4

海带衍生物促进大鼠骨折愈合的骨组织形态
计量学评估
Morphometry evaluation of sea tangle derivant in promoting rats fracture union
郭宏昌
（河南现代医学研究院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45）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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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中药治疗骨折既经济、而且疗效比较确切，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与关注。目的：监测大鼠骨折骨组织形态
计量学指标，评估海带炮制衍生物促进骨折愈合的作用。设计、时间及地点：完全随机分组对照动物实验，2010-03-12 月在河南
现代医药研究院动物实验中心完成。材料：雄性性无特定病原体 SD 大鼠由郑州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Scxk（豫）2010-0002]
提供。大鼠体重的范围为 250～350g，6 月龄。海带炮制衍生物由本院自制，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方法：选用健康雄性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 3 组：正常组对照、模型组和治疗组，每组 10 只。采用股骨骨缺损的方法复制大鼠骨折模型,连续给药 14d。处死
动物并收集样本，采用组织形态学及组织扫描方法评估骨折愈合情况。观察海带炮制后生成物对骨折愈合的促进作用。结果：与
模型组比较,海带炮制后生成物组的骨痂和骨小梁的面积增大、骨小梁数量增多，板层骨排列整齐有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海带炮制后生成物对促进骨折愈合具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 骨折；海带炮制衍生物；骨组织形态计量学；大鼠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laminaria japonica aresch processed（LJAP）on promoting fracture healing. Methods:
30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10 rats in each group. To use the method of femoral bone defect to copy experimental
fracture model in rats. Histomorphology and tissue scanning method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union circumstance of fractur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LJAP had bigger osteotylus and bone trabecular areas and more trabecular bone mounts (P<0.05).
Conclusion: LJAP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moting fracture healing.
【Keywords】 Fracture healing; Laminaria japonica aresch processed; Morphometry of osseous tissue; Ra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3
中药治疗骨折既经济、而且疗效比较确切，因此越来越受

1.2 海带炮制后生成物（LJAP）的制备

到重视与关注[1]。骨折或骨缺损是骨科的常见问题。如何促进

海带经粉碎后按 1∶1 比例加入乙酸酐和 1%硫酸催化剂，

骨折愈合而缩短其愈合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一直是大家

反应 1h，离心除去液体成分，120℃干燥 1h，用碳酸钠中和。

所关心并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骨科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

1.3 动物分组模型制备

一。本文阐述了我们近年来开发运用海带炮制后生成物对促进

1

30 只雌性大鼠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治疗组、模型组三组，
每组 10 只。治疗组、模型组大鼠大鼠以 20%氨基甲酸乙酯

骨折愈合的研究。

5mg/kg 腹腔注射麻醉，暴露大鼠股骨，用钢锯将股骨锯开，以

材料与方法

达到骨髓渗出为度，将创口缝合[2-3]。然后实施灌胃给药，接骨

1.1 实验动物

膏组给予接骨膏 3.0g/kg 治疗组给予伤科接骨片 0.5g/kg、模型

根据以往的方法[6]30 只雌性无特定病原体大鼠由郑州大

组给予等容积的蒸馏水，1 次/d，并连续 3d 肌内注射青霉素以

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Scxk（豫）2010-0002]提供。大鼠体重

抗感染。连续给药 21d 后，取血测定碱性磷酸酶活性及钙、磷

的范围为 250～350g，6 月龄。前的实验和每周测量。所有大

水平（按试剂盒说明进行）
。

鼠被安置在无特定病原体的房间，20℃～25℃4 周，饲与饲料

1.4 试剂和仪器

和水。实验符合实动物道德标准，本实验程序根据美国国立卫

见表 1。

生研究院动物保健指南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实验指南进行。
表 1 试剂和仪器
试剂

来源

1 氨基甲酸乙酯

烟台瑞龙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2 海带

青岛

30lympus FV1000 激光扫描显微镜

河南省组织工程开放实验室

4Motic Images Advance 3.2 图

河南省组织工程开放实验室像分析仪

5 乙酸酐

郑州永丰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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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标本采集与组织学处理
30 只雌性大鼠分别在第 4 周末处死，取股骨做组织学制
备。股骨用 4%PFA 加 0.1M 磷酸缓冲液调整 PH 值为 7.2，室
温固定 3d。然后用 20%EDTA 加 0.1M 磷酸缓冲液调整 PH 值
为 7.2，浸泡 8～10d 脱钙，再经系列乙醇脱水，石蜡包埋，沿
股骨干长轴方向行厚度切成 5μm 厚片，部分行 HE 染色。随机
取 5 张股骨片，分别在×400 奥林巴斯 FV1000 放大激光扫描
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
1.6 组织形态计量学测定

图 1：骨折后 2 周，实验治疗组较之对照组在骨痴形成、骨痴
改建以及髓腔再通等方面均明显更早，排列整齐（HE staining，
TEM×400）
。
As the treatment on fracture healing in ovariectomized rats，growth
of callus, bony remodeling and recanalization of medullar cavity was
more prominent in ther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cellous bone of the
femurs was arranged.

两位观察员在镜下得到骨小梁数。松质骨图像经 Motic3.2
图像分析仪处理得到。使用的参数有：平均骨小梁数（Tb.N），
平均骨小梁厚度（Tb.Th），平均骨小梁面积（Tb.Ar%），平均
骨小梁间隙（Tb.Sp）
。
1.7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组数据以 x ± s 表示，

图 2：骨折后 2 周，模型对照组大鼠成骨细胞功能较低，

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结论

排列紊乱（HE staining，TEM×400）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ing with the treating group，
there was a little bony callus appeared in the model group and
disorganized.

2.1 骨痂的组织学观察
骨折术后 2 周，治疗组大鼠骨折处出现大量细胞聚集，间

2.2 骨组织计量学测定
骨质疏松大鼠的近端股骨经脱钙切片，定量骨组织计量学

充质细胞、成纤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开始形成纤维骨痂，
大量骨小梁开始形成，骨小梁间隙可见丰富的毛细血管。模型

测定。治疗组大鼠经海带炮制后生成物治疗后，骨小梁的平均

组大鼠骨小梁较细，间隙较大，排列方向紊乱。

密度（Tb.N）
，平均骨小梁厚度（Tb.Th）
、骨小梁面积（Tb.Ar %）
，
均明显高于模型对照组。
（P<0.01）
（见表 1）
。
与治疗组相比，模型对照组松质骨和骨密质容积明显降
低，骨组织微结构的病理变化，呈现出骨小梁密度（Tb.N）明
显减少，骨髓腔（Tb.Sp）明显扩大、骨小梁厚度（Tb.Th）和
。
骨皮质变薄[8]（见表 2）

表 2 骨质疏松大鼠股骨骨质组织计量学变化
Tb.Ar

Tb.Th

Tb.N

Tb.Sp

正常组

24.92±0.53

74.42±0.933

4.33±0.20

130.60±0.55

治疗组

25.65±0.52a

65.67±11.40a

4.26±0.18a

142.63±0.60a

模型组

16.31±0.48b

38.26±0.87b

3.25±0.11b

261.18±2.18b

F

866.301

63.906

108.377

27147.612

P

0.000

0.000

0.000
a

0.000
b

注：Tb.Ar：平均骨小梁面积；Tb.Th：平均骨小梁厚度；Tb.N：平均骨小梁数；Tb.Sp: 平均骨小梁间隙； P>0.01, 正常组 vs 治疗组； P<0.01，模型组 vs
治疗组。

that of the model group, the Tb.Sp was obviously reducthe.（×400）
Fig 3：模型对照组：骨小梁的数量降低，骨小梁的排列混
乱。The mean Trabecular Number（Tb.N，the mean Trabecular
Fig 1

Fig 2

Fig 3

Fig 1：正常组组：正常股骨骨小梁。The concellous bone of
the femurs was well arranged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400）
Fig 2 ：治 疗 组 ： 股 骨 骨 小 梁的 是 接 近 正 常 水 平 。 The
concellous bone of the femurs was well arranged in close connection

Thickness （Tb.Th） and the percent Trabecular Area （Tb.Ar%）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reatment group.（×400）
。
3

讨

论

骨折愈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物学修复过程，可以重新形

with each other. the mean Trabecular Number （Tb.N）, mean

成与原骨外形、内部结构和功能都骨折一样的新骨。祖国医学

Trabecular Thickness （Tb.Th） and the percent Trabecular Area

运用中药治疗骨折有着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

（Tb.Ar%）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了很多有效的方药。中药能加速骨折愈合，已被临床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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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各种手段。从不同角度总结对中药促进骨折愈合机理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显示出中药促进骨
折愈舍的优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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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nglish-translation problems of drug-parts of Chinese root-herbals
in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闫舒瑶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4-0102-02

【摘 要】 从《中国药典》对“块茎”、“根茎”、“块根”、“根及根茎”和“根茎及根”的英译的不统一方面探讨了根
类中草药入药部位的英译问题。
【关键词】 《中国药典》I 部；根类中草药；入药部位；英译
【Abstract】 Some problems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rug-parts of Chinese root-herbals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al
disunity of “Tuber”, “Rhizome”, “Root Tuber”, “Root or Rhizome” and “Rhizome or Root” in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I).
【Keywords】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I); Chinese root-herbals; drug-parts; English transl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4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2]（以下简称《药典》）自问世

（P1-258）
、泽泻 Oriental Waterplantian Rhizome（P1-248）
、白附

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我国中医药领域最具权威，统一性、规范化、

子 Giant Typhonium Rhizome（P1-279）等；③未译出入药部位。

标准化程度最高的工具书。但在近期的学习和翻译实践中，笔

；④汉语拼音。如延
如土贝母 Paniculate Bolbostemma（P1-254）

者对其部分根类中草药入药部位的英译存在着一些疑问，遂对

胡索（元胡）Yanhusuo（P1-257）；对“根茎”的英译大致有三

其进行了梳理并阐明个人的一孔之见，以期与同行及编委商

种 ： ① 绝 大 多 数 被 译 为 Rhizome 。 如 狗 脊 Cibot Rhizome

榷。

（P1-255 ）、两头尖 Radde Anemone Rhizome（P1-249 ）、苍术

1

“块茎”、“根茎”、“块根”英译的不统一
《药典》对“块茎”的英译大致有四种：①绝大多数被译

为 Tuber。如三棱 Common Burreed Tuber（P1-278 ）、天南星

Atractylodes Rhizome（P1-251）等；②译为 Root。此情况仅有重
楼 Paris Root（P1-273）一味药；③未译出入药部位。如姜黄
、黄连 Golden Thread（P1-256）
、竹节参 Japanese
Turmeric（P1-260）
Ginseng（P1-272）
、生姜 Fresh Ginger（P1-281）等；而对“块根”

Jackinthepulpit Tuber（P1-250）
、半夏 Pinellia Tuber（P1-275）等；

的英译也有三种：①绝大多数被译为 Root。如百部 Stemona

② 译 为 Rhizome 。 如 夏 天 无 Decumbent Corydalis Rhizome

、何首乌 Fleeceflower Root（P1-228）
、甘遂 Gansui
Root（P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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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块根等；
②被译为 Root Tuber。
如山麦冬 Liriope
Root
（P1-219）

《手册》在根与根茎方面对《药典》中文文本的编写是这

Root Tuber（P1-220）
、郁金 Turmeric Root Tuber（P1-198）等；③

样要求的：根和根茎都用，以根为主者—用“根及根茎”；以

被译为 Tuber。如麦冬 Dwarf Lilyturf Tuber（P1-221）
。

根茎为主者-用“根茎及根”
。依照《手册》的要求，中文版《药

纵观上述入药部位的英译，任何一个种类都存在着明显的

典》对“根和根茎都用，以根为主”的药材都统一为了“根及

不统一。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对“块茎”
、
“根茎”、
“块根”

根茎”，对“根和根茎都用，以根茎为主”的药材都统一为了

概念的界定与翻译时目的语词汇的选择上。

“根茎及根”
。

关于“块茎”与“根茎”在拉丁文的区别问题上，王汉章，
[3]

就拉丁文来说，
“根及根茎”是根类药材中入药部位在 2005

刘红宇 在 1998 年曾建议块茎类药材应与根茎类药材分开并

、
版《药典》中修改最大的一部分，2000 版中麻黄根（P2-169）

采用 Tuber。他们指出：
《国家药品标准工作手册》[4]（以下简

威灵仙（P2-164）
、甘草（P2-174）
、山豆根（P2-198）
、白薇（P2-166）
、

称手册）命名的技术要求一节中规定“根茎（包括块茎）—

、茜草（P2-191）等 10 多种药材入药部位拉丁文
徐长卿（P2-167）

Rhizoma”，而 Rhizoma 只有根茎及根状茎的意思。块茎与根茎、

均为 Radix，而在 2005 版中全部被改为 Radix et Rhizoma；对

根状茎不但有明显区别，而且另有专一名词 Tuber。因此建议

入药部位“根茎及根”来说，2000 版中的虎杖 Rhizoma Polygoni

《药典》将三棱、天南星、天麻、白附子、半夏、延胡索、泽

、白前 Rhizoma Cynanchi Stauntonii（P2-218）
Cuspidati（P2-231）

泻等块茎类药材与根茎（Rhizoma）分开并采用 Tuber。并进一
[5]

和藁本 Rhizoma Ligustici（P2-225）也在 2005 版中改为了虎杖

步指出《日本药局方》 对于此类药材如延胡索、半夏也已单

Rhizoma et Radix Polygoni Cuspidati、白前 Rhizoma et Radix

独采用 Tuber。笔者对 2000 年之后《药典》各版本进行了查阅，

Cynanchi Stauntonii 和藁本 Rhizoma et Radix Ligustici。由此，

发现所有块茎药材中“块茎”的拉丁文依然根据《手册》的要

“根及根茎”、“根茎及根”的拉丁文全部被统一为 Radix et

求被统一为 Rhizoma。如此统一，未尝不可。因为绝大部分药

Rhizoma 和 Rhizoma et Radix。

学词典中“块茎”与“根茎”的拉丁文都为 Rhizoma。但笔者

“根及根茎”和“根茎及根”在中文、拉丁文方面的统一

认为“块茎”的英文翻译不应既有 Tuber 又有 Rhizome，应选

使得英文的统一成为必然，而其英译不统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

其一。对此笔者同意王汉章等的观点，倾向于 Tuber。另外，

英译时对入药部位“根”与“根茎”的取舍上— “取其一”、

“块茎”也都
在谢竹藩[6]等编写的《汉英中医药分类辞典》里，

“取两者”还是“去两者”。笔者认为，除了三七 Sanchi、人

被全部统一为 Tuber。

参 Ginseng 等约定俗成的译文之外，我们应把“根及根茎”译
[7]

至于“根茎”
，笔者查阅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植物

为 Root or Rhizome，把“根茎及根”译为 Rhizome or Root。如

地下茎的一种，
形状像根，
上面有节，
横生于地下。
这与 Rhizome

此这般，既忠实于《药典》的中文文本又有别于“块茎”
（Tuber）
、

的英文释义完全重合：A somewhat elongate usually horizontal

“根茎”
（Rhizome）和“块根”（Root Tuber）的英译。

subterranean plant stem that is often thickened by deposits of
reserve food material， produces shoots above and roots below，
and is distinguished from a true root in possessing buds， nodes，
and usually scale-like leaves（http：//tools.enfamily.cn/dict.htm）；

（注：文中 P1-xxx 为 2005 年《药典》第 xxx 页，P2-xxx 则为
2000 年《药典》第 xxx 页。
）
参考文献：

，
另外，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8]审定：根茎又称“根状茎”

[1]Chinese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多年生植物的根状地下茎。并把其译为 Rhizome。因此笔者认

Republic of China (English Edition, Volume I) [S].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为“根茎”应译为 Rhizome。
“块根”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House, Beijing,2005

里的解释为“根的一种，粗大成块状，适于贮藏养料和越冬”。

[2]Chinese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因此，“块根”可以简单地理解成“块状根，兼有直根和块茎

Republic of China (English Edition, Volume I)[S].Chemical Industry Press,

的特点”
，笔者认为可译为 Root Tuber。

Beijing,2000

2

“根及根茎”、“根茎及根”英译的不统一
《药典》对“根及根茎”的英译大致有两种：①绝大多数

[3]王汉章,刘红宇.对《中国药典》部分药材拉丁名的修订意见[J].中国中药
杂志,1998,5(23):316
[4]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国家药品标准工作手册[S].1992:35,165

、威灵仙 Chinese
被译为 Root。如麻黄根 Ephedra Root（P1-204）

[5]日本厚生省.日本药局方.第十二改正[S].1991:853,1020

、甘草 Liquorice Root（P1-207）等；②未
Clematis Root（P1-202）

[6]谢竹藩,楼之岑,黄孝楷.汉英中医药分类辞典[Z].新世界出版社,1994

译出入药部位。如大黄 Rhubarb（P1-210）
、三七 Sanchi（P1-209）
、

[7]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Z].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人参 Ginseng（P1-205）等。而对“根茎及根”的英译大致有四

2004:445,762

种：①绝大多数被译为 Rhizome。如虎杖 Giant Knotweed

[8]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中医药学名词[R].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33

、白前 Willowleaf Swallowwort Rhizome（P1-266）
Rhizom（P1-267）
等；②译为 Rhizome or Root。如羌活 Incised Notopterygium
Rhizome or Root （ P1-267 ）； ③ 译 为 Root 。 如 南 板 蓝 根
Baphicacanthus Root（P1-265 ）；④未译出入药部位。如藁本
Chinese Lovage（P1-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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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治疗肿瘤呃逆 32 例的观察与护理
The effect of Moxibustion on treating 32 cases of tumor hiccups
汪成书 南新记
（驻马店市中医院，河南 驻马店，463000）
中图分类号：R256.3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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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AD

【摘 要】 目的：探讨艾灸治疗肿瘤呃逆的疗效与护理。方法：对住院 32 例肿瘤伴发呃逆患者采用艾灸穴位治疗。结果：
经所选穴位艾灸治疗 1～2 个疗程疗程治疗，32 例中治愈 27 例，好转 4 例，未愈 1 例，总有效率 96.88%。结论：艾灸穴位治疗
肿瘤伴发呃逆，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艾灸；呃逆；观察与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Moxibustion in treating tumor hiccups. Methods: To treat 32 cases of tumors hiccups
in Moxibusti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27 cases were cured, 4 cases were improved, 1 case was not cure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88%. Conclusion: Moxibus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tumor hiccup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Moxibustion; Hiccups; Observation and car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5
现代医学指出呃逆是一侧或双侧膈肌的阵发性痉挛，伴有

上后下，先阳经，后阴经，先灸头胸，后灸腹背四肢，每次选

吸气期声门突然关闭，因而发出一种短促的特别的声音，可因

3～5 穴，每穴灸 5～10 壮，可交替进行，以局部皮肤红晕为度。

膈神经局部受累，迷走神经受刺激或中枢神经疾病而引起。临

④施灸过程中随时询问患者有无灼痛感，及时更换艾炷，防止

床所见以偶然发生居多，有的则屡屡复发，或持续时间较长，

烫伤，观察病情变化及有无不适；对于体弱患者，灸治时艾炷

给病人的情绪、饮食、体力均带来不良影响。我科自 2010 年 7

不宜过大，刺激量不可过强，以防“晕灸”；⑤了解病人的心

月～2012 年 2 月对住院 32 例肿瘤伴发呃逆患者采用艾灸穴位

理状态，避免过喜、焦虑、恐惧、易怒等不良情绪，鼓励患者

治疗，效果满意，现总结如下。

保持乐观、平和的心境；⑥饮食应清淡，忌食生冷、辛辣、肥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0 年 7 月～2012 年 2 月我科住院患者 32 例，其中
男 30 例，女 2 例；年龄 27～71 岁，平均 52.7 岁。经病理或

腻之品，食宜有节，避免饥饱无常，治疗期间宜进食易消化食
物；⑦胃气不足者食宜清淡，少食多餐，可食黄芪粥、山药粥、
党参粥、佛手瓜以补益胃气；胃阴亏虚者卧室宜背阳，可食黑
芝麻、丝瓜、枸杞等养阴之品；脾胃阳虚者卧室宜向阳。
疗效观察

128 层 CT 诊断为肿瘤，其中胃癌 11 例，宫颈癌 1 例，肺癌 9

3

例，食管癌 8 例，淋巴瘤 3 例；呃逆间断发作 27 例，持续发

3.1 疗效标准

作 5 例；病程最长者 14d，最短者 1d，平均 4.2d；呃逆发作次

治愈：呃逆停止，伴有症状消失；好转：呃逆减轻或持续

数最少 8 次/min，最多 20 次/min。

时间缩短或间隙时间延长；未愈：症状无变化[1]。

1.2 诊断标准

3.2 治疗结果
经所选穴位艾灸治疗 1～2 个疗程，32 例中治愈 27 例，好

参照《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以气逆上冲，
喉间呃呃连声，声短而频，令人不能自制为特征[1]。以胃气不
足或伴胃阴亏虚、脾胃阳虚，症见呃声无力，气不得续，脘腹
不舒，面色晄白，口干咽燥，不思饮食或食后饱胀者。
2

治疗与护理

2.1 治疗方法
取足三里为主穴，配中脘、膈腧、内关、关元穴。患者取
舒适体位，准确取穴，暴露施灸部位，采用隔姜灸，至皮肤红
晕为度。1 次/d，每次选 3～5 穴，每次每穴灸 5～7 壮，5d 为

转 4 例，未愈 1 例，总有效率 96.88%。
4

讨

论

祖国医学认为呃逆是指胃气上逆动膈，以气逆上冲，喉间
呃声连连，声短而频，难以自制为主要表现的病症，此证由胃
气上逆动膈，隔间气机不利而发。呃逆持续时间过久，使病人
体力大为耗竭，某些重症患者伴有顽固的呃逆都是预后严重的
表现。
中医认为呃逆的病因多由饮食不当、情志不遂和正气亏虚

1 个疗程。

所致，胃失和降、气逆动膈是呃逆的主要病机。元代朱丹溪在

2.2 护理

《格致余论•呃逆论》中说：
“呃，病气逆也，气自脐下直冲，

①治疗前充分评估患者的症状、既往史、心理状况等资料，

上出于口，而作声之名也”，明代张景岳指出，大病时“虚脱

对艾灸恐惧者，应慎施灸；②患者取舒适体位，注意环境通风，

之呃，则诚危之证”
，癌症患者出现呃逆，多为正气亏虚所致，

温湿度适宜，注意保暖，尤应防止脘腹受凉；③施灸部位宜先

或素体不足，年高体弱，或大病久病，正气未复，损伤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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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胃失和降，或胃阴不足，不得润降，上逆动膈，发生呃逆。

补中扶正之功，尤其适用于肿瘤兼体虚患者，且艾灸疗法无痛

甚则病深及肾，肾气失于纳摄，冲气上乘，挟胃气上逆动膈，

苦，操作便捷，疗效肯定，同时注重患者的心理护理和饮食调

而发呃逆。呃逆总由气逆而成，所以理气和胃、降逆平呃为基

护，体现整体观念的原则，病人易于接受，值得临床推广。

本治法，清代李中梓《证治汇补•呃逆》提出呃逆的治疗法则：
“治当降气化痰和胃为主”。方中所选足三里穴，归足阳明胃

参考文献：

经，为胃下合穴，灸之能调理脾胃，升清降浊，和胃降逆，不

[1]孙传兴.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S].2002,6:319

但主治胃痛、呕吐等症，且具强壮作用，可治虚劳羸瘦，为保

[2]蔡欣.吴茱萸穴位贴敷治疗顽固性呃逆 28 例疗效观察[M].国医论坛,

健要穴；中脘穴归任脉，为胃募穴，八会穴之腑会，主治胃脘

2012(27):30

痛、呕吐、呃逆、腹胀等；膈腧穴归足太阳膀胱经，八会穴之

[3]王肯堂.证治准绳[M].2005,9:119

血会，主治胃脘痛、呕吐、呃逆、饮食不下等，背俞穴是五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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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救治分析
Treatment analysis of 69 cases of heavy craniocerebral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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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重型脑损伤患者救治措施并对预后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10 月 4 日～2012 年 5
月 3 日收治 26 例重型脑损伤入住神经外科监护病房采取综合救治措施的患者为综合救治组，2010 年 10 月 4 日～2011 年 05 月 03
日病例 43 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死亡率。结果：综合救治组死亡率为 23.1%；对照组为 34.9%。结论：对重型颅脑损伤患
者采取综合治疗措施可以降低病死率，对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重型颅脑损伤；重症监护；气管插管；气管切开；呼吸机治疗；血气分析；深静脉置管；手术；预后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eatment measure in prognosis analysis of heavy craniocerebral injury. Methods: 26 cases
of heavy craniocerebral injury collected from October 2011 to May 2012 were treated with integrate measure. Another 43 cases was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mortality rat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mortality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23.1% and 34.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atients of heavy craniocerebral injury were decreased in mortality rate.
【Keywords】 Heavy craniocerebral injury; Intensive care; Tracheal intubation; Trachea incision; Breathing machine treatment;
Blood and vigor analysis; Venae profundae intubation; Operation; Prognosis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6
颅脑损伤目前仍是病死率较高的一类外伤性疾病，其占急

1.1.1 综合救治组

性颅脑损伤的 13%～21%，自 CT、MRI 应用以来其诊断有了

共 26 例患者，其中男 23 例，女 3 例，年龄 19～78 岁，

明显的提高，但死亡率及残疾率仍然很高，达 26%～50%[1]。

平均年龄 40.35 岁。受伤原因包括：交通事故伤 19 例，斗殴伤

为了更好的研究重型脑损伤患者采取综合救治措施对改善预

2 例，高处坠落伤 2 例，跌伤 3 例。

后的益处，我们回顾分析采取综合治疗措施的患者并和上一年

1.1.2 对照组

度同期收治的患者进行对比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例 43 患者，其中男 33 例，女 10 例，年龄 8～79 岁，
平均年龄 42.58 岁。受伤原因包括：交通事故伤 33 例，高处坠
落伤 9 例，意外事故 1 例。
1.2 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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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伤情轻重分级为三级者入选；治疗中转院者退出。

性质的影响，如广泛脑挫裂伤，弥漫性轴索损伤，广泛蛛网膜
下腔出血所致双侧瞳孔散大患者，手术治疗与否，预后均不理

1.3 方法
两组病例均在我科保守或手术治疗。两组病情稳定前均持

想；而单纯性颅内血肿，尤其是硬膜外血肿，手术效果较好。

续吸氧、心电监护。对综合救治组病例开颅手术 18 例占该组

脑池对愈后的影响，脑池主要指四叠体池、环池、脚间池，尤

69.2%，对照组开颅手术 27 例占该组 62.8%。同时综合救治组

以四叠体池更为明显，脑池全部或部分存在着，患者存活率高，

监测血气分析、血糖、电解质、血分析的强度、采取急救气管

否则相反[6]。

插管、呼吸机治疗、采取中心静脉穿刺置管快速输血输液、经

3.3 重型脑损伤的综合救治措施

胃管鼻饲清水、经静脉微量泵入胰岛素的比例明显增多。

3.3.1 加强院前急救

2

结

重型颅脑损伤院前救治的原则是要避免患者发生早期低

果

血压、低血氧、高碳酸血症加重对脑细胞的损伤，为进院后的
进一步及时抢救做好有效准备，并且这也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

表 1 抢救成功率
组别

n

死亡

存活

关键。目前有人认为进行院前急救需注意以下几个环节：①注

综合救治组

26

6（23.1%）

20（76.9%）

意患者体位，应让患者保持侧卧位，以免仰卧位造成误吸或舌

对照组

43

15（34.9）

28（65.1%）

根后坠起气道梗阻。②注意保持呼吸道通畅，对有呼吸障碍的
危重患者，及早行气管内插管辅助呼吸。③注意输液、输血、

表 2 手术患者抢救成功率

扩容以稳定血压。④及时有效止血。

组别

n

死亡

存活

综合救治组手术

18

3（16.7%）

15（83.3%）

对照组手术

27

10（37%）

17（63%）

组别

n

受伤至入院时间

综合救治组

6

0.5～1h，平均 0.8h

1h～14

对照组

15

0.5～2h，平均 1h

1.5h～2

讨

尽早明确诊断是成功抢救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关键，受伤
早期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面体格检查，并作出正确诊断和
及时处理。当患者生命体征稳定时立即行头颅 CT 或胸腔、腹

表 3 死亡患者抢救持续时间

3

3.3.2 快速明确诊断

抢救持续时间
14.5

/24d，平均 86.9h

15.5

/24d，平均 27.7h

腔 CT 等影像学检查；如果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有休克、呼
吸困难，应积极抗休克治疗，并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争取短
时间内恢复呼吸循环功能的条件下，同时做紧急心电监护、床
旁 B 超、床旁胸片；有腹部合并伤者行腹腔穿刺检查排除腹腔
脏器损伤，及时请相关科室会诊，明确病因。在此基础上，采

论

对于重型脑损伤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由于继发性病理改
变的影响，会产生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致使患者死亡。本研
究结果表明，重型颅脑损伤出现采取综合治疗措施，死亡率为
23.1%，明显低于对照组 34.9%。综合救治组手术相对积极，
且手术成功率高；即使死亡的患者综合救治组生存期明显延

取进一步的针对性处置，如无手术指征者，收入重症监护室密
切观察病情变化，以便及早发现和处理迟发性颅内病变和休克
的发生；有手术指征者，立即送手术室开颅手术；有合并伤者，
及时在其他相关科室密切配合下，先重后轻、积极处理合并伤。
3.3.3 迅速解除颅内高压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脑挫裂伤后常引起颅内压增高，当颅

长。说明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及综合治疗措施对改善患者预后大

内压增高到一定程度，不仅可造成脑代谢功能衰竭，还会引起

有益处。

脑疝压迫脑干导致病人迅速死亡。如果在病人昏迷早期或脑疝

3.1 重型颅脑损伤死亡原因分析

初期进行开颅手术清除血肿、去骨瓣减压，病人预后良好。否

导致这类伤害病死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原发性脑干损伤、脑
疝晚期并脑干功能衰竭或多器官功能衰竭所致[2]。还有人根据

则，过晚手术常导致植物生存状态或死亡。
3.3.4 及时手术治疗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不同死亡时间与原因作了分析，认为早期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死亡的原因主要是脑的原发伤，故

死亡主要是与 GCS 计分低，原发性脑干损伤及难以控制的高

在就诊过程中应尽快诊断，以缩短伤后至手术的间隔时间；重

颅压有关；中期主要死于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及严重的并发

度颅脑损伤的治疗以手术治疗为主，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合并

[3，4，5]

症；晚期主要死于长期的慢性消耗衰竭。

有颅内血肿、脑水肿、脑肿胀、中线移位、脑室受压、脑疝，

3.2 影响预后的因素

及时恰当手术是降低病死率、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环节[7]。关于

重型颅脑损伤的抢救，时机的把握、方法得当可有效降低

行开颅手术抢救，重型颅脑损伤时脑肿胀常较严重，宜去骨瓣

病死率。但据目前所见报道分析，也存在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

减压，以解除脑干受压及颅内压增高。

有人认为：GCS 计分低与昏迷程度深者预后差，GCS 为 3 分

3.3.5 重视综合治疗

者，其病死率约达 100%，深昏迷者病死率达 78%。生命体征

综合治疗应贯穿整个抢救重型颅脑损伤的治疗全过程，包

变化，颅脑损伤伴呼吸异常的病死率高达 63.6%，体温过高或

括：止血、脱水、抗炎、激素、营养、预防癫痫、调节水电解

不升的病死率近 100%。有脑疝形成者病死率也较高。还有人

质及酸碱平衡，保护脑神经功能、苏醒、预防应激性溃疡、气

认为：双侧瞳孔散大持续时间长预后差，凡伤后双侧瞳孔散大

管切开、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

速度愈快，持续时间愈长，病人病死率愈高；对于双侧瞳孔散

重型颅脑损伤病人病死率高，并发症多，预后差，如何提

大时间超过 90min 者比在 90min 内者的预后有明显差异。损伤

高其救治成功率一直是神经外科的重要课题。急性重型颅脑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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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作业疗法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homework therapy in th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f
cerebral apopl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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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阐述了作业疗法的独特性，重要性以及作业疗法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方法。
【关键词】 作业疗法；脑卒中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expounds the uniqueness of homework therapy, its importance and the applicat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Keywords】 Homework therapy; Strok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7
脑卒中又称中风或脑血管意外，是全球人口死亡和致残的

床上翻身及床边坐起。

首要原因，而存活者中有 75%遗留有肢体功能障碍，严重影响

1.1.1 向健侧翻身：指导患者 bobath 握手以支持患上肢，健足插

患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极大负担。作业

入患足下方，通过上肢左右摆动数次后，与下肢配合向健侧翻转。

疗法便是一种能够减少残疾、提高生活自理能力的康复治疗手

1.1.2 向患侧翻身：患者抬起健侧下肢并向患侧摆动，其健上

段。它是应用有目的、经过选择的作业活动，对躯体和心理功

肢也同时向患侧摆动，从而使身体向患侧翻转。

能障碍者进行治疗和训练，使患者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立，最终

1.1.3 床边坐起：一般应从患侧开始进行床边坐起，开始时将

回归家庭、重返社会。

其患侧下肢置于床边外，使膝关节屈曲，然后其健手向前横过

为了达到治疗目标，作业治疗必须根据患者自身特点制定

身体，患侧用手推床同时旋转躯干，并摆动他的健腿使其坐起。

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必须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患者发病时

1.1.4 床椅转移：将轮椅与床呈 30～45 度角，放置在患者健侧，

间，目前所处阶段，年龄，运动、感觉、认知功能等，合并症、

锁上手闸，患者取床边坐位，双脚踏地，辅助患者站起，其健

家庭、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制定方案后，应及时让患者家

侧手扶向远端一侧的轮椅扶手，以健侧足为轴心转移身体，直

属及护理人员了解其内容并指导他们采用正确的方法对患者

至臀部正对轮椅。

进行有效地监督和指导，应尽可能的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并且

1.1.5 独立站起：患者取坐位，双手 bobath 握并伸直上肢，带

要根据患者不断变化的情况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具体治疗方法

动躯干和重心前移，双下肢用力使身体站起。

如下。

1.2 基本生活活动

1

日常生活活动的训练
日常生活活动一般分为 3 大类：①转移动作：床上转移、

1.2.1 进食：独立的进食动作要求能够保持平稳的坐位姿势，
能够很好的控制头部的运动并能很好的维持，必须具备健全的
口唇、舌头的运动功能、咀嚼功能、吞咽功能，上肢具有稳定、

床椅转移、独立站起；②基本生活动作：如饮食、穿衣、个人

协调以及选择性分离运动的功能。要采用容易吞咽的体位，通

卫生、语言交流等；③生活关联动作：家务工作、休闲娱乐等。

常是 90°坐直，头稍向前食物一般放在口腔的健侧。如果经过

1.1 转移动作

训练患者的功能难以恢复到能够独立进食的时候可以考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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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使用自助具。

断刺激的位置。

1.2.2 穿衣：为了方便穿脱尽量不穿套头衫，上衣尽量不用扣

2.6.3 振动觉训练：以 30Hz 与 256Hz 音叉反复刺激手指，判断

子，改用尼龙搭扣，裤子不用腰带改用松紧带，不穿系带鞋，

振动觉。

改穿粘扣鞋。

2.6.4 两点辨别觉与实物觉训练：将两脚规的间距由 10mm 逐

1.2.3 开衫上衣的穿脱穿：衣时先将患手伸入袖内，再将衣领

渐缩小至 2mm 促使辨别觉的出现与加强。先后在直视与闭眼

拉到肩部，然后用健手转到身后拉过衣服穿上袖子，最后系扣。

时用手触摸不同形状、大小、质地的物品，然后加以描述、比

脱衣时先将患侧脱至肩一下，将健侧衣领拉到肩下，健手先出，

较、和识别。

再脱患手。

2.7 改善协调训练

1.2.4 穿脱裤子：床上穿脱裤子患者坐起将患腿屈膝屈髋，放
在键腿上，患腿穿上裤腿后尽量上提，健腿穿上裤腿，然后躺
下，做桥式动作把裤子拉到腰部，最后臀放下，整理裤带。脱
的顺序相反即可。

编织、剪贴、串珠、脚踏板、掷球、向两侧摆放物品等。
3

认知训练

3.1 记忆的训练
每次训练患者要记住的内容要少，信息呈现的时间要长，

1.2.5 坐位穿脱裤子：患腿放在健腿上，套上裤腿拉至膝以上，
放下患侧，健腿穿上裤腿，拉到膝以上后，站起来向上拉至腰

两种信息出现的间隔时间也要长，可以用编故事法。

部，然后整理。脱的顺序相反即可。

3.2 注意力训练
猜测游戏、删除作业、时间感等方法。

1.2.6 洗漱：洗漱时可使用辅助具如：刷牙时可将牙刷柄加大
加长，或在柄上加一尼龙搭扣圈，以便于持握；梳头时可用弯

3.3 思维训练
指出报纸中的消息、排列数字、推理分类等。

柄梳；洗澡时可用洗澡椅，使用长柄洗擦具；如厕时选用高度
偏高的座便器，并在周围墙上安装扶手。
1.3 生活关联动作
1.3.1 家务活动：最基本的几项工作如：用电饭煲做米饭、煮
面、简单的汤、蛋炒饭、用微波炉加工食品、洗衣服、打扫房
间、购物等，所以患者应该了解最基本的知识如：会使用燃气
灶、微波炉；会预算开支；制定购物清单；会单手切菜等。所
以针对这些治疗师可以对患者进行模拟训练以及教其使用辅
助具，使其掌握正确简单的方法。
1.3.2 休闲娱乐：可以组织患者进行下棋、绘画、手工编织、
手工艺品制作、套圈、抛球等娱乐活动以调节患者生活，改善
其精神心理状态，有利于加强社会交往。
2

功能训练

2.1 肩胛带训练
2.1.1 肩胛带灵活性训练：让患者取坐位，治疗师辅助患者按
照逆时针方向完成肩胛上举、外展、下降和内收动作，然后进
行反方向的动作。防止肩胛骨后缩畸形。
2.1.2 肩胛带负荷训练：患者双手支撑于治疗台上，腕关节背
伸、手指伸展，用上肢支撑体重，身体重心分别做前移和左右
交替转移动作，练习肩关节各个方向的控制。
2.2 肩、肘、腕关节训练
推滚桶、磨砂板、推巴氏球等。
2.3 上肢分离运动与控制训练
空间定位、体操棒上肢体操等。
2.4 前臂旋前旋后训练
拧铁丝、拧螺帽等。
2.5 手指精细活动训练
捡珠子、打结、插钉、书法、绘画、拼图、打字等。
2.6 手部感觉训练
2.6.1 触觉训练：先后在直视与闭眼时以橡皮头在手指上滑动
与按压，判断感觉。
2.6.2 位置觉训练：先后在直视与闭眼时以橡皮头刺激手指，判

4

生活环境改造指导

4.1 门口
使用轮椅者通行的门口不应有门槛、台阶，应为平地或防
滑斜坡，门口宽度应在 80cm 以上。
4.2 通道
通道侧壁应有离地 65～85cm 高的扶手。
4.3 浴室
活动面积不能小于 120cm×80cm，在浴盆或淋浴的邻近墙
上安装高 65～85cm 的扶手。
4.4 厕所
厕所宽度不应小于 80cm，厕所门口与座便器间距离不小
于 120cm。
4.5 室内布置
地面要防滑，需要经常取用的衣物及水龙头、电开关、插
座等应在患者伸臂或使用自助具可及的高度。
综上所述，作业疗法是具有针对性、科学性、趣味性、主
动性、调节性等特点的康复治疗方法，选择适合患者的作业活
动，调动患者主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改善患者躯体感觉和运
动功能、认知和感知功能，改善心理状态，提高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提高职业技能，从而达到自立。作业疗法不仅是功能锻
炼的继续，而且是获得新的生活能力的过程，是将患者与家庭、
社会连接起来的桥梁。在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中必不可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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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主疏泄”理论在妇科病治疗中的运用及意义
Application and meaning of the theory of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on
treating Gynecologic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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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肝主疏泄是肝的主要功能之一，与男子排精和维系女子月经密切相关，因此，肝主疏泄功能失司，经水不行，造
成女子月经不调或崩漏，甚至造成不孕，这类病症在临床上较为常见，大多可从肝论治，调理肝气为主，使肝气顺畅，疏泄功能
正常，则诸病易除，临床上取得疗效较好。现笔者通过查阅近期国内文献，对根据中医藏象理论 “肝主疏泄”对几种常见的妇科
疾病的论治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关键词】 肝主疏泄；妇科疾病；临床应用
【Abstract】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permiation and menstruation. If it decontrolled, irregular
menstruation or uterine bleeding even sterility might be induce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nsulted recent domestic literatures and
summarized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of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on treating several commo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Keywords】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Gynecological disease; Clinical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8
女子以肝为先天，肝的功能正常与否直接影响着妇女的生

2

理及病理。其中“肝主疏泄”维系着女子月经和排卵，使经、
带、孕、产、乳得以正常。由于女性常因经、孕、产、乳屡伤

更年期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属于中医“医躁”
“郁证”范畴[4]。主要表现

有生殖泌尿系统症状、骨质疏松、心血管症状及情感障碍等，

于血而使血虚不足，易致气盛，盛则郁滞。所以肝气郁滞是妇

而其中抑郁或焦虑障碍最为多见[5]。女子到了中年，由于本身

科病的一个核心病机，基于“肝主疏泄”理论指导的“疏肝理

的生理因素，任冲二脉亏虚，肝藏血无源，加之各种因素导致

气法”就成为治疗妇科诸多疾病的基本治法，现将其在妇科临

情志抑郁使肝失调达，疏泄功能失司，故临床治疗上常用调肝

床的运用综述于下。

解郁配合滋肾补阴之法来治疗。如孙静[6]在治疗女子更年期综

1

合征时候，先调理肝气，使肝疏泄有权，则气机通利，经水得

月经病

调，与此同时，还可以增强肝藏血功能，使将竭之天癸得以充
《内径》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

盈，天癸充则肝疏泄有源，如此循环，更年期综合征症状得以

月事时以下，故有子。”肝主疏泄与肝藏血的生理功能是密不

“肝藏血，
缓解和改善。张桂林，申宏[7]认为：根据《黄帝内经》

可分的，肝主疏泄功能正常，则统摄血精，排泄有时，形成女

司疏泄，以冲脉相连。性喜疏泄与条达，与气血休戚相关。”

子正常的月事。肝气有所郁结，则月事异常，正如叶天士所说：

理论，更年期妇女因为情志不畅或是情绪易怒，致使肝气郁结，

“肝经一病，则月经不调（《临证指南医案》），肝主疏泄与月

肝失疏泄，血脉不通，月经紊乱。再者，女子由于经历孕，产，

经病密切相关。

哺乳等环节，常常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故；临床上治疗时应疏

谈京丽 [1] 认为肝气易郁易滞，肝血易亏易虚，易于导致

解肝郁与滋养阴精之法同时使用。

女子月经不调和闭经，可用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疏理肝气、

王春妍，孙龙，刘庆彬[8]认为月经将绝而未绝之际，肝居

调畅气机的方药作为基础加减治疗。孙华山[2]指出肝失疏泄，

于主导地位，遇到此病多从肝郁辨证，用药上采用王清任之癫

藏血失职，是妇女经、带、胎、产疾患产生的主要机理，疏

狂梦醒汤而取效。

[3]

肝理气、滋养肝血是为重要治法。舒上化 从肝的特性分析，
认为肝为将军之官，其性刚强，肝气调达通畅才能保证疏泄

3

不孕症

功能正常。如果暴怒伤肝或情志抑郁，使肝的疏泄功能失常，

不孕症属于中医“无子”
、
“断绪”
、
“全不产”等范畴，可

以致肝郁气滞，气机不利，血行不畅，瘀阻胞络，濡养无能，

由多种原因造成除生殖系统器质性病变以外，常与月经病紧密

临床可见经行乳胀、瘀阻之血，不通则痛，则引起痛经、闭

相连，所谓“十个不孕，九个病经”、“种子先调经”。由于月

经等。

经的规律和肝主疏泄、藏血的功能息息相关，故临床治疗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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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常常从肝主疏泄入手，先调经水，再疗不孕。如舒珊[9]发现

泄功能失常，造成肝气郁结，见经、带、孕、产异常的诸多病

肝主疏泄功能失调，肝气郁滞所致的不孕常表现为月经无规

证可见肝疏泄功能失调是妇科诸多疾病发生的基本病机，疏肝

律，情志不畅，胸胁闷胀，乳部作胀等一派郁滞之症。通过调

解郁是治疗妇科疾病的最基本治法，但临床运用疏肝解郁时，

肝理气，滋补阴血，调整月经，使月经正常，脏腑功能恢复，

尚应根据其寒热虚实适当配伍，特别是肝气郁滞常易化火伤

[10]

才易于受孕。陈玲，顾春晓

认为由肝失疏泄引起的不孕症的

阴，注意配合清热滋阴之品以防其泄疏太过，勿让病邪深入。

常见原因通常是精神刺激、情志抑郁，气机不利。或暴怒伤肝，

同时，女子经、孕不仅受肝主疏泄、藏血的调节，与肾藏精也

肝气横溢气机逆乱。治以疏肝解郁，调理冲任法，方用柴胡疏

密切相关，临证时宜据情配伍补血、补肾填精之品，方能收到

[11]

肝散，随症配伍填精滋阴的药物。李莜、吴海波

对不孕症在

更好的疗效。

排除生殖系统无器质性变化之后，认为此类患者素有抑郁之

总之，“肝主疏泄”藏象理论在临床上指导妇科疾病治疗

征，常伴有精神不舒，最宜从肝郁论治，用助孕汤调理肝气，

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但相关的实验研

疏肝解郁，可获佳效。

究进行不多、更不深入，缺乏疗效评判的指标和依据，因此，

梁志齐[12]与徐斌超、屠鸣[13]皆认为不孕的主要原因要责之

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进行相关的实验研究，以期揭示“肝主

肝肾，只有肾藏精和肝主疏泄、藏血功能正常，精血得以正常

疏泄”及其疏肝解郁法的科学内涵和实质，以更好的指导临床，

施泄，受孕才能有保证。一旦肝失疏泄，肾失封藏则易引起不

提高妇科病的疗效。

孕，临床上应分行经期，经净期-期中后，和期中后-经前三种
情况辨证论治，在行经期主要应用疏肝理气，滋补肾阴，协调
肝肾的关系，使胞宫得养，冲任充盈及时，才能受孕。
4

带下病
带下病是妇女常发病多见病，是由于病邪伤及任带二脉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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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带下绵绵不断，腥臭异味，伴发全身症状的病征。傅青主虽

11(6)109

有“带下俱是湿证”的论述，认为带下病皆由湿邪引起，但是

[5]王伟炳,徐飕,栾荣生.詹思延付朝伟中国三城市更年期综合征门诊妇女抑

临床不能一味拘泥于此条文，应辨证论治，带下病从肝脏论治

郁和焦虑症状现况调查[J].卫生研究杂志 2008,3(2):3

亦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崔晓萍[14]认为肝气郁滞，郁而化热，湿

[6]孙静胥.受天从肝论治更年期综合征[J]江西中医杂志.20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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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稠、秽浊。治疗应以疏肝解郁为主，配以清湿热药物，湿热

32

除，肝郁解，诸症皆去。

[8]舒珊.肝郁不孕症辨治体会[J].湖北中医杂志,2003,25(5):22

5

乳

癖

[9]陈玲,顾春晓,李丽芸教授.从肝论治不孕症经验介绍[J].新中医杂志,2008,
1(40):6

乳癖为中医病名，属于西医“乳腺增生”范畴。张翠月认

[10]李莜,吴海波,李木森.从肝郁论治女性不孕经验[J].中医杂志,2006:1(47):

为肝失疏泄，气机不利，则津血气化障碍，脏腑功能异常，气

36-37

血痰凝滞不行，诸病将生，胸乳疾患亦当如此[15]。临床主要指

[11]梁志齐.疏肝益肾法治疗不孕验案北京中医杂志[J].200116,4

情志不遂，怒气伤肝，肝气郁滞，脾失健运，痰湿内生，痰瘀

[12]徐斌超,屠鸣益.肾通络法治愈 108 例不孕症之管见[I].上海中医药大学上

互阻，上阻乳络而致的一类病证。治疗时应以疏肝解郁，活血

海中医研究院学报,1995,9(1):19-20

化瘀为主，方用逍遥散。肝气舒，瘀血通，通而不痛，效果良

[13]崔晓萍.论“女子以肝为先天之内涵”[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1995,18(1):

好。

8-9

舒扬[16]认为，乳癖发病，常见乳房肿块，乳房疼痛，每随

[14]张翠月,内外兼治乳腺增生病 56 例体会[J].四川中医杂志,2003,21(9):55-

情绪波动或劳累过度而加重，皆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所致，

56

治疗都应以疏肝解郁为大法，方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

[15]舒扬.浅论情志病与乳癖发病江西中医杂志,R271.44

乳癖大多由于情志不遂，肝气郁滞而成，故治疗乳癖时，
临床上运用疏肝解郁的方法居多，再根据患者体质，配合其他
药物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6

小

结

肝主疏泄是肝藏象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肝主疏泄与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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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糖尿病肾病的中医治疗进展
Development of TCM therapy in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成 杰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R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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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严重的慢性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早期糖尿病肾病阶段
是糖尿病肾病病理进程的重要转折点，积极有效的治疗，可逆转其向临床期肾病进展。本文就近年来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病因病机、
治则治法、用药规律方面取得的进展，做一综述。
【关键词】 早期糖尿病肾病；中医治疗；综述
【Abstract】 Diabetic nephropathy is one of the most severe chronic capillary complications and one of the prime reasons of diabetic
patients’ death. In this article, the pathogenesis, treatment principle, pharmacy pattern of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were summarized.
【Keywords】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TCM therapy;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69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严重的慢性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是

Scr、FBG。程益春[9]自拟以健脾益气，补肾固涩为治则组成的

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

糖肾康（炒山药、生黄芪、生地黄、山萸肉、茯苓、菟丝子、

糖尿病肾病患者已近 2000 万，达到了足以令人警惕的地步。

泽泻）随证加减，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疗效显著。张琪[10]

早期糖尿病肾病阶段是糖尿病肾病病理进程的重要转折点，积

临证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重视补脾肾，常选熟地、山药、茯苓、

极有效的治疗，可逆转其向临床期肾病进展。因此，研究早期

黄芪、党参、山萸肉、菟丝子、枸杞子等随证加减，疗效确切。

糖尿病肾病中医病机，寻求延缓甚至逆转早期糖尿病肾病病理

许成群，王元[11]以三黄糖肾汤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30 例，结

进程的有效治疗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果显效 18 例，有效 8 例，总有效率 86.67%。三黄糖肾汤以健

1

脾补肾、化瘀通络为治则，方药组成为：黄芪 30g，熟地黄 15g，

病因病机

熟大黄 3g，山茱萸 15g，山药 15g，茯苓 15g，枸杞子 15g，金
现代医学发现，早期糖尿病肾病的主要病理特点是肾小球

樱子 15g，丹参 30g，葛根 12g，益母草 10g。此研究发现，三

肥大、肾小管和肾小球基底膜增厚、及系膜区细胞外基质的进

黄糖肾汤在保护肾功能、减少蛋白尿方面疗效确切。

行性积聚。早期糖尿病肾病多属中医“消渴”
，
“尿浊”
，
“精气

2.2 益气活血

下泄”
，
“水肿”等范畴，众多学者认为，糖尿病肾病早期以阴
[1]

虚、气虚为本，如林兰 等认为，早期糖尿病肾病以气阴两虚
为基本病机，主要病位在肾，与肝、肺、脾等脏腑均有关系。
高彦彬[2]等认为糖尿病肾病早期以阴虚、气虚为本，兼见血瘀，
而血瘀贯穿本病早、中、晚各期。方水林[3]认为早期糖尿病肾
病以气阴两虚为主，兼夹湿热。何泽[4]等认为糖尿病肾病早期
表现为气阴两虚，渐至肾虚劳损，气血两伤，脉阻络瘀，湿浊
淤血内蕴化毒。熊玮[5]通过调查糖尿病肾病早期证候分布发现，
糖尿病肾病早期证型出现率最高为气阴两虚证（53.18%）；也
有学者认为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病机为脾肾阳（气）虚，邪毒内
阻，如唐成玉[6]等。此外，有研究表明，心理社会应激在糖尿
病发生、发展与转归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裴宏彬[7]据此并结
合临床，提出糖尿病肾病早期的病机多为肝肾阴虚。
2

治则治法

曾翠青[12] 以益气活血法联合常规西药治疗治疗早期糖尿
病肾病 30 例，方药组成为：黄芪、太子参各 30g，丹参 20g，
水蛭 5g，桃仁 10g，大黄 5～10g，金樱子、芡实各 15g。加减：
脾虚湿盛加茯苓 15g，白术 20g。肝气郁结加柴胡、枳壳各 10g。
结果显效 7 例，有效 12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 63.34%。此
研究表明，益气活血法在改善症状、降低尿微量白蛋白方面疗
效显著。
2.3 补肾活血通络
黄延芹 [13] 等以糖络通汤剂加减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68
例，疗效显著：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89.47%，对照组为 60.00%
（P<0.01）；中医单项症状，体征改善，总有效率的差异显著
（P<0.05）
。糖络通汤剂以补肾活血通络为治则，方药组成为：
生地黄、生黄芪、山萸肉、山药、泽兰、牡丹皮、肉从容、菟
丝子、丹参、水蛭、鬼箭羽、全蝎、熟大黄。李楠[14]采用以益

2.1 益肾健脾

肾活血为治则组成的益肾活血汤（生黄芪 30g，丹参 30g，菟

[8]

曹正喜 自拟以益肾、活血、健脾为治则组成的黄芪益肾

丝子 20g，益母草 20g，生山药 20g，枸杞子 15g，当归 15g，

汤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87 例，显效 54 例，有效 27 例，总有

山茱萸 10g，芡实 10g，金樱子 10g，水蛭 6g）
。治疗早期糖尿

效率 93.1%。方药组成为：黄芪、五味子、大黄、白术、熟地、

病肾病 20 例，结果显效 4 例，有效 9 例，无效 7 例，总有效

丹参、葛根、生地、杜仲、山药、牛膝。缓解阴虚为主可加麦

率 65.00%。表明益肾活血汤可明显提高临床疗效，且不良反应

冬、天冬。调节肾功能为主可加白芍、茜草、连翘。临床研究

少，值得推广。

显示，本方可明显改善患者肾功能，长期服用不但可以脾肾同

2.4 益气养阴，化癖利湿

补，治疗本虚，还可以降浊利水，治疗标实，有效的降低 BUN、

蔡惠滇[15]采用益气养阴，化癖利湿法，自拟方加减治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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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糖尿病肾病 52 例，显效率 38.72，有效率 50.61，总有效率

们不能忽视对活血化瘀法的运用。研究表明，中医药在治疗早

为 89.23%，方药组成为：山药、当归、黄芪、桑白皮、桑叶、

期糖尿病肾病方面疗效显著，可有效延缓早期糖尿病肾病的发

苍术、黄柏、丹皮、大黄、麦冬、葛根、生地、牛膝、甘草、

展，保护肾功能，提高患者生活治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蒲公英。若瘀血明显，加红花、桃仁；若水肿明显，加泽泻、

中医药在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的不足之处，比如我们对中药方

车前子；若痰浊内阻，恶心呕吐，加陈皮、竹茹。临床观察显

剂的作用机理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对糖尿病肾病的辨证分型和

示，此疗法对倦怠乏力，气短懒言，夜尿频多等早中期糖尿病

疗效判定标准尚不统一，这些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只有

肾病的临床表现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好的用以上研究、经验去指导临

2.5 益气养阴消癥通络

床。

[16]

王凤丽

等采用益气养阴消癥通络法，自拟益气养阴通络

方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37 例，显效 18 例，有效 13 例，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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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讨论
综上所述，糖尿病肾病早期多以气阴两虚为本，与痰浊淤

血交互并见，其中尤以兼见瘀血为多，所以在临床治疗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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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便秘中医诊治思路与方法
TCM diagnosis thoughts and methods on constipation caused by

5-HT3 receptor antagonist
冷启宁 盛军章 任志兵
（山东省招远市中医医院，山东 招远，265400）
中图分类号：R256.35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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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中医治疗 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便秘的思路与方法。方法：通过对肿瘤化疗病人因应用 5-HT3 受体
拮抗剂而出现的不良反应-便秘的症状、舌象、脉象进行辨证分析，得出辨证结论，分析治疗方法。结果：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
便秘中医辨证为阴虚燥结，治以滋阴通腑泻热，方药选用增液承气汤。结论：增液承气汤是治疗 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便秘的有
效方剂，而且能提高 5-HT3 受体拮抗剂的止吐效果。
【关键词】

5-HT3 受体拮抗剂；便秘/不良反应；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CM therapy thoughts and methods of constipation caused by 5-HT3 receptor antagonist.
Methods: The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application of 5-HT3 receptor antagonist, including constipation, tongue manifestation and pulse
manifestation were analyzed based on different symptoms and signs. Results: The constipation caused by 5-HT3 receptor antagonist was
diagnosed as yin asthenia and fluid-consuming constipation. Zengye Chengqi decoction was used to Ziyin Tongfu and Xieye. Conclusion:
Zengye Chengqi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constipation caused by 5-HT3 receptor antagonist, and it could also improve the
vomit-stopping effect of 5-HT3 receptor antagonist.
【Keywords】 5-HT3 receptor antagonist; Constipation; Adverse reaction;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70
5-HT3 受体拮抗剂是治疗肿瘤病人化疗所致呕吐的主要药
物，主要用于中、高度致吐化疗药物所致呕吐的治疗，止吐效
[1]

花碱、长春新碱、丝裂霉素。
5-HT3 受体主要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道中，5-HT3

果较好，总有效率达 70% ，有效的改善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受体拮抗剂通过迷走神经和内脏神经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

保障了化疗的顺利进行。但其在有效解决化疗所致呕吐的同

胃肠道，阻断因化疗引起的 5-HT 释放并与 5-HT3 受体结合，

时，其最大的药物不良反应—便秘，又给患者带来了新的痛苦。

从而避免引起迷走神经传入兴奋而导致的呕吐反射的发生[2]。

笔者通过近年来对肿瘤化疗病人因应用 5-HT3 受体拮抗剂所

目前，5-HT3 受体拮抗剂主要用于中、高度致吐化疗药物的镇

致便秘的临床观察与治疗，总结出中医诊治思路与方法，现介

吐治疗，代表性药物主要有：第一代的昂丹司琼、格拉司琼、

绍如下。

托烷司琼、多拉司琼，主要用于防治化疗引起的急性呕吐；第

1

化疗所致呕吐、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便秘的机理

二代的帕洛诺司琼，对化疗引起的急性呕吐的预防作用均略胜
于第一代 5-HT3 受体拮抗剂，而对于迟发性呕吐的预防作用则

1.1 化疗所致呕吐的机理
化疗药物所致呕吐的机制十分复杂，在神经药理学研究方

明显强于第一代[3]。
1.3 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便秘的机理

面，神经递质及其受体在产生呕吐反应的神经信号传递中发挥

5-HT3 受体的作用：①来源于迷走神经的肠外在感觉神经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导致呕吐的神经递质主要有多巴胺、组

通过 5-HT3 受体介导，将肠感觉信息传递至中枢神经系统。因

胺、乙酰胆碱、阿片制剂及 5-HT、P 物质等。其中化疗药物刺

此，肠神经系统向中枢神经系统的感觉传递需要 5-HT3 受体的

激胃肠道粘膜，引起粘膜损伤，导致粘膜上的嗜铬细胞释放

介导；②分布于肠肌神经元的 5-HT3 受体可介导 5-HT 能中间

5-HT，5-HT 与 5-HT3 受体结合产生的神经冲动由迷走神经和

神经元突触的快兴奋性神经传递，使胆碱能神经元释放乙酰胆

交感神经传入呕吐中枢而致呕吐[2]。

碱（acetylcholine，Ach）增加，胃肠道平滑肌兴奋性增强，使

1.2 依据致吐性强度将常见化疗药物分类

其收缩幅度、张力、蠕动增加，消化液分泌增加；③介导胃结

①度致吐药：顺铂、氮烯咪胺、环磷酰胺（≥1000mg/m2）；
②中度致吐药：卡铂、异环磷酰胺、阿霉素、紫杉醇、阿糖胞
苷；③低度致吐药：足叶乙甙、甲氨喋呤、5-氟脲嘧啶、长春

肠反射。因此，5-HT3 受体一方面介导了肠感觉向中枢的传递，
另一方面也参与了肠道运动、分泌、感知的功能。
因此，正是由于 5-HT3 受体拮抗剂能抑制胃肠蠕动，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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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转输运时间，减少消化液的分泌，同时由于其作用于中枢

效，是“以补药之体，做泻下之用”；加入大黄、芒硝泻热通

神经系统，使患者排便意识减弱，从而导致便秘的发生。第一

便，是寓泻于补，补泻兼行的配伍形式。和而用之，能呈“增

代 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便秘发生率较高，据文献报告，有

水行舟”之效，对于热结阴亏的阴虚便秘，效果甚佳。同时更

20%～30%的病人出现了便秘[4]，恩丹司琼和托烷司琼的便秘

要注意到，肿瘤病人体质属正虚邪实，而化疗更易损伤正气，

[5]

发生率分别为 36.7%和 30% ，而第二代的帕洛诺司琼所致便
[6]

秘发生率仅为 5% 。而据我们十年来的临床观察，有多达 70%
的病人在用药 3～5d 后即出现无便意或大便难的症状。
2

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便秘中医诊治思路

2.1 中医对便秘的病因病机认识
便秘时大便秘结不通，排便时间延长，或欲大便而艰涩不
畅的一种病症，其主要病因为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外邪犯胃、

致气血阴阳虚损，可适当加入补气、养血、益肾之品，如黄芪、
当归、肉苁蓉等。
增液承气汤具有清退邪热、养阴生津、通下大便、祛除瘀
血、对抗内毒素、调节免疫、改善胃肠功能等作用[12]，不仅能
有效消除 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便秘症状，而且对化疗所致恶
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也有明显的治疗效果，提高了 5-HT3 受体
拮抗剂的止吐作用，体现了中医药在肿瘤治疗过程中的增效减
毒优势。

禀赋不足等，病机主要是热结、气滞、寒凝、气血阴阳亏虚导
致肠道传导功能失常，同时与肺、脾、胃、肝、肾等脏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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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 5-HT3 受体拮抗剂所致便秘当以养阴生津、润燥

通腑之法，典型方药为增液承气汤。本方源自清代吴鞠通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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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军章，招远市中医医院肿瘤科主治中医师。

下者，增液承气汤主之”，治疗阳明热盛致津液枯燥，结粪不

任志兵，招远市中医医院肿瘤科主治中医师。

下之症。增液承气汤由增液汤加大黄、芒硝而成，体现出以增
液为主、泻下为辅的配伍形式。增液汤中玄参咸寒、滋阴降火，
麦冬、生地甘寒，滋阴润燥，三药合用有养阴生津润燥通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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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手法为主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reating KOA mainly with Tuina massage
蔡 葵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广西 桂林，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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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一种好发于中老年的常见退行性骨关节病。推拿治疗疗效确切，并具有一定的治疗优势，推
拿为主配合中医其它方法辨证施治可收到更好疗效。今后应加强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使传统中医疗法更科学、有效。
【关键词】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推拿；研究
【Abstract】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joint is a common degenerative joint disease in the old. Massage therapy is effective and has
certain advantages. Tuina massage combined with other TCM therapies based on different syndromes can receive better effec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the basis of theory in order to make the TCM therapy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Keywords】 Osteoarthritis of knee joint; Massage;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71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 Arthritis，KOA）是一种

个疗程后总有效率 93%。

以关节软骨面退行性变和继发性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膝关

朱晓勤 [6]将 82 例推拿治疗患者，与 56 例关节腔内注射

节病。其典型症状是膝部疼痛、关节僵硬和肌肉功能障碍．多

玻璃酸钠治疗的患者进行比较。推拿治疗采用成都中医药大

表现在上下楼梯、下蹲起立时出现疼痛或疼痛加重[1]。祖国医

学骨 科推拿手 法，滚膝 、揉膝、 拿膝、分 膝、屈伸 膝，1

学将本病归为“痹症”范畴。推拿手法（以下简称推拿）治疗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5 疗程后结果：推拿治疗组总有

在其康复治疗中应用广泛，并具有明显的优势。现将近年来推

效率为 87.8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3.21%。
张龙涛 [7] 采取六指六穴点压及膝关节旋转屈伸手法治

拿手法为主治疗该病的概况综述如下。
1

疗 KOA，隔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并与采用扶他林（双

单纯推拿治疗

氯芬酸钠控释片）治疗的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推拿

推拿治疗方式具体有拇指推揉法、弹拨肌筋法、捏推髌骨
法、牵引法、点按法、屈伸法、松筋解凝法等。对消除肿胀，

治疗组总有效率 93.75%；对照组总有效率 81.82%。两组比
较有显著差异（P<0.05）。

松解粘连，加快关节周围微循环，促进炎性渗出的吸收，加快
[2]

损伤修复，有明显的效果 。

梁朝等 [8] 将 30 例治疗组患者采用“刮髌、推髌、弹拨
刮揉、分筋、镇定、整理”六步手法；30 例对照组患者采

毛毅刚[3]认为推拿治疗可使患处放松，气血疏通，筋脉通

用毫针治疗，两组隔日治疗 1 次，连续治疗 3 周，6 个月后

利，关节稳定，从而改善临床症状。其用一指禅法在血海、膝

随访。结果治疗组优良（36.17%）率与对照组（16.00%）比

眼及绕关节肌群附着点处放松理筋；以滚法、推法、按法等手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时上下楼梯膝关节的

法施于委中、承山等穴；震颤法、搓揉法行于膝关节部。对 36

疼痛症状及疼痛程度上，治疗组要优于对照组（P<0.01），

例 KOA 患者进行治疗，隔日 1 次，15 次 1 个疗程，随诊半年，

表明推拿治疗的效果更明显。

结果 23 例痊愈，8 例显效，5 例好转，全部有效。
李强等[4]对 86 例患者先采用松解理筋手法，拿、捏、弹、

2

推拿为主治结合中医其它方法辨证施治

拨、揉放松关节周围肌群；然后分别在内、外膝眼、鹤顶、血

推拿结合中医辨证治疗对 KOA 具有确切疗效，尤其在止

海、梁丘、阳陵泉、足三里、委中、承山等腧穴点按。最后用

痛、功能恢复和僵硬的缓解方面作用明显。安启升[9]等将 320

屈伸牵引法牵拉并旋转小腿，1 次/d，10 次后观察，总有效率

例 KOA 患者分为三组：西医组、中医组和综合组（手法按摩

为 97.67%。

加中医综合治疗）
，连续治疗 1 个月后，结果发现：疼痛、肿

[5]

陈素玲 应用“动伸推拿”方法，先放松髌骨四周组织，
继用拇指按着痛点，并配合屈伸，内外推展小腿动作，借助摇

胀、功能恢复和临床疗效方面综合组均明显优于西医组和中医
组。

动小腿的反阻力，静中求动，令卡锁的髌骨及失衡韧带回到正

推拿配合中药内服，其效果比单一采用推拿治疗更显效。

常的生理位置。2 次/周，8 次为 1 个疗程。治疗 20 例患者，3

林中华[10]运用推拿膝三穴（内膝眼，外膝眼、鹤顶）结合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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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服壮骨健膝方（骨碎补、补骨脂、牛膝、熟地黄、独活等）

患者分为两组，治疗组采用内服中药配合推拿治疗，对照组单

治疗 KOA 患者 58 例，共 3 个疗程，结果总有效率 98.28%。

用推拿治疗，1 次/d，7d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治疗组疗效明

[11]

同样，何铭涛等

运用内服中药配合推拿治疗，将 136 例 KOA

显优于对照组。

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回流，对减轻氧自由基对软骨细胞

推拿配合中药薰洗及外敷治疗，不但使疗效倍增，更有费
[12]

用低、不良反应小、操作方便的优势。辛艺铭等

对 32 例 KOA

患者采用揉、捏、推及点穴手法对膝关节周围作推按、揉顺、
捏拿等治疗，同时配合中药薰洗。结果治愈 15 例，有效 16 例，
无效 1 例。
[13]

林建国

DNA 的损伤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手法治疗还可以明显改善
患者生存质量，尤其是在生理、心理领域和总评分方面均有
所提高。
推拿在中医药综合治疗 KOA 中疗效肯定，临床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合理运用多种治疗手段取长补短往往会收到更好

治疗 72 例 KOA 患者，先采用松解法舒缓膝窝处

疗效。但由于缺乏统一证型标准和疗效判定标准，因此，临床

胫骨外上髁、股骨内上髁、胫骨内上髁、股骨外上髁筋结；然

疗效差异很大，无法进行标准化的评判。并且手法的操作规范、

后在患处周围循经取穴，进行点按治疗（如血海、伏兔、足三

适应范围、疗效判定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其机理有待进一步

里、承山等穴）
；最后运用中药熏洗，10d 为 1 个疗程，治疗 1

深入研究。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大科研力度，制定行之有效的

个疗程后 12 例治愈，10 例好转，l 例未愈；治疗 2 个疗程后

量化指标，优化治疗措施，将辨证与辨病更好地结合，以及如

37 例治愈，7 例好转，l 例未愈；治疗 3 个疗程后 19 例治愈，

何在综合治疗中处理好整体与个体之关系等是今后临床工作

[14]

2 例好转，2 例未愈。何锦添等

将 87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采用中药熏洗配合推拿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推拿治
疗。两组治疗后，治疗组镇痛效果及关节功能改善方面明显优

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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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的作用研究进展
Recent Studies on the pharmacological functions of Curcu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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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姜黄素属于多酚类化合物，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姜黄的活性成分。姜黄的研究历史悠久，在医学中用于治疗各种疾
病。本文就姜黄素的分子结构及性质，姜黄素在抑制炎症、抗氧化、降脂、抗肿瘤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关键词】 姜黄素；抑制炎症；抗氧化；降脂；抗肿瘤
【Abstract】 Curcumin, one of the polyphenolic compounds, is an active compound of perennial herb curcuma. It has been intensive
investigated and is widely used for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of curcumin,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inhibition
inflammatory, anti-oxidation, lowering-lipids and anti-tumor associated with curcumin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Curcumin; Inhibition inflammatory; Anti-oxidation; Lowering-lipids; Anti-tumo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72
姜黄素（curcumin）是一种从姜黄根茎中提取得到的黄色

因子的抑制作用而达到抗炎效果的[7]。此外，研究表明姜黄素

色素，是最主要的姜黄色素类物质，约占姜黄色素的 70%，约

对花生四烯酸生化代谢途径中的脂氧酶和环氧酶均有拮抗作

为姜黄的 3%～6%[1]。其于 1815 年首次分离，1870 年得到结

用，是一种双重抑制剂，结果导致花生四烯酸的代谢产物如前

晶形式，1910 年由 Lampe 证实和合成姜黄素化学结构。
姜黄的研究历史悠久，在古印度医学中，用于治疗各种呼
吸道疾病、风湿病、糖尿病、鼻漏、鼻窦炎等。在中国，用于
治疗腹痛相关疾病。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姜黄素在抑制炎症、
抗氧化、降脂、抗肿瘤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2-3]。
1

列腺素 E2、D2、F2a，5-HETE 和白三烯等明显减少。而上述
物质都是很强的致炎介质，能引起血浆渗出，促进白细胞游走
和趋化，是炎症两个最主要的特征[8]。
3

姜黄素的抗氧化及降血脂的作用
现认为，姜黄素通过清除氧自由、抑制氧化反应，增强超

姜黄素的分子结构及性质

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发挥抗氧化作用[9]。外源性氧化剂

姜黄素属于多酚类化合物，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姜黄的活性

和细胞代谢中都可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和活性氧，与生物大分

成分。其化学结构 C21H20O6，有烯醇式和酮式两种形式，分子

子结合后，通过一系列氧化反应，引起细胞生物膜的损害。一

[4]

量 368.37g/mol，熔点 183℃ 。姜黄素微溶于水，水溶液中的

方面，姜黄索中的酚羟基有很强的去除自由基的能力，在其分

实验浓度均小于 50txmol/L；易溶于乙醇、二甲基亚砜、丙酮

子中甲氧基的存在下这种能力显得更强，通过抑制活性氧的产

和氯仿等有机溶剂。研究表明，姜黄素在酸性条件下稳定，

生，清除氧自由基，增强 SOD 活性，避免细胞生物膜遭受损

pH1～6 时，姜黄素降解非常缓慢，相当于在胃中的降解过程。

伤。另一方面，姜黄素是具有抑制金属离子 Fe2+、Cu2+诱导的

其在中性和碱性条件下不稳定，易降解成肉桂酸。90%姜黄素

过氧化反应，发挥抗氧化作用。Bonte 等[10]研究姜黄素对角质

在 pH 值 7.2 的磷酸盐缓冲溶液中于 30min 内迅速降解。相反，

化细胞的保护作用中，过氧嘌岭/黄嘌呤氧化酶引起人角质化细

姜黄素主要代谢产物（氧杂环戊烷）在中性或碱性的 pH 值仍

胞严重损伤，给予姜黄素 0.325、1.25、5ug/ml 后，MTT 实验

然具有相当稳定性和抗氧化活性[5]。

检测到细胞的存活率分别增加 13%、18%、22%。Manikandan

2

等研究报道姜黄索对异丙肾上腺素引起的大鼠心肌缺血的保

姜黄素的抑制炎症作用

护作用中，心肌缺血前或后 30minpo 给予 5mg/kg 姜黄素，结

Rao 等发现姜黄素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与非甾体抗炎药

果发现姜黄紊治疗后显著增加了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及谷

的疗效相近。将姜黄素作为有效的非甾体抗炎药，运用于 II

胱甘肽 S 转移酶等的括性，降低了大鼠心肌的过氧化物酶的水

期临床试验阶段，对 18 个风湿性骨关节炎和关节炎病人做短

平。

期、双盲、交叉试验，其临床疗效确切。

众所周知，氧化修饰低密度脂蛋（OX-LDL）是导致动脉

炎症介质和炎症性细胞因子参与炎症反应，与炎症密切相

粥样硬化的重要因素。姜黄素能通过抗氧化作用，抑制 Ox-LDL

关。研究表明，炎症介质和炎症性细胞因子如 IL-1、IL-8、TNF

的生成，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在对食饵性高脂血症的

是姜黄素作用的分子靶点，姜黄素与靶分子相互作用进而抑制

大鼠的研究中[11]，较对照组相比，姜黄素组能明显地降低大鼠

[6]

炎症介质和炎症性细胞因子的表达发挥抗炎作用 。将姜黄素

血清以及肝脏组织内的总胆固醇和三酯酰甘油的水平，其机制

作用于脂多糖刺激后的肺泡巨嘴细胞及单核细胞，检测到

可能是姜黄素显著提高血清脂肪代谢相关酶的活性，从而降低

IL-8、IL-1β、MIP-1a、MCP-1、TNF 表达水平下调，并与其作

血脂。此外，姜黄素还可促进脂肪转化为糖，抑制胆固醇合成；

用剂量和作用时间成正相关，表明姜黄素正是通过对这些细胞

（下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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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续命汤治疗中风偏瘫的历史沿革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Xiaoxuming deco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apoplectic hemiplegia
李海霞 1 谢仁明 2 王竞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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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论述了小续命汤治疗中风偏瘫的历代历史沿革，从南北朝陈延之的《经方小品》
，到孙思邈的《千金要方》，
一直到唐宋，小续命汤治疗中风的疗效确切，自宋始，小续命汤治疗中风的地位开始下降，金元之后，众多医家开始对外风入侵
的理论提出了质疑，着重以“内风”立论，疗效不及以前，清代中风已是十不救一，近代以及当代医者用该复方加减治疗中风及
中风后遗症等多有成效，并且随着对小续命汤药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适应症也逐渐被开发出来，使得这个古老的复方焕
发出蓬勃的生机。
【关键词】 小续命汤；中风；历史沿革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s of Xiaoxuming decoction for hemiplegic stroke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song dynasty t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o Qing dynasty and to the modern time were discussed.
The compound and modified have been thought to be effective for stroke and sequel of apoplexy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ith deeply
studying of the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on Xiaoxuming decoction and developing some new indications, the ancient prescription has been
given thriving vitality.
【Keywords】 Xiaoxuming decoction; Apoplexy; Historical evolutio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73
中风病（脑血管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具

的衰落与兴盛关系密切。孙思邈将大小续命汤录入《千金要

有发病率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但治愈率低的

方》
，而且推崇备至，曰“大良”
，曰“甚良”
，曰“必佳”
，曰

特点，严重影响生活与生命质量。中医治疗中风临床经验丰富，

“诸风服之皆验”。最典型的案例是孙真人自己曾一度中风，

其中小续命汤在古代中风治疗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小续命汤为

语謇肢废，乃将本方之变方“续命煮散”
，连服十日十夜而愈。

五脏偏枯中风之通治方，即中风专用方，是《古今录验》续命

古代中医的许麻桂升压[4]，现代药理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已列

汤（麻黄、桂枝、当归、人参、石膏、干姜、甘草、川芎、杏

为脑血管病禁区，而麻黄汤竟然治愈不可逆转的高血压，岂非

仁）去当归、石膏，加附子、防风、防己、黄芩、白芍而成。

千古奇谈，由此想到古代治中风昏迷欲死，用古今录验大小续

为古代治疗真中之方剂。早在南北朝时期陈延之的《经方小品》

命，并强调。录验二字，必有至理。现代斥其非，实是不知汗

[1]

中已被引用，又《外台》称小续命汤出《小品方》 ，则可追

法可以消除溢血、充血之水肿。人本一体，表里同气，表气闭

溯至刘宋。孙思邈录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而

塞则里气逆乱，表气通则里气和。仔细研读中医文献发现[5]，

且推崇备至，曰“大良”，曰“甚良”，曰“必佳”，曰“诸风

宋以前，《内经》、《金匾》多“内虚邪中”之说，认为外风是

服之皆验”
。位列《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八•诸风》之首[2]，足显

中风病的主因；治疗多用侯氏黑散、小续命汤，对中风的疗效

珍贵。谓“小续命汤，治卒中风欲死，身体缓急，口目不正，

比现在还要高许多。如许叔微云：凡中风，用续命、排风、风

舌强不能语，奄奄惚惚，精神闷乱，诸风服之皆验，不令人虚

引、竹沥诸汤及神精丹、茵芋酒之类，更加以灸，无不愈者[6]。

方”。方云：依古法用大小续命二汤，通治五脏偏枯贼风。说

潘华信认为[7]唐宋前治中风主用大、小、西州续命诸汤，延绵

明诸续命汤为古法，非唐时发明。《千金》所载小续命汤方有

七八百年，为治风准绳。然至金元戛然而止。宋代将《古今录

三[3]：两方治脑卒中、偏枯，一方“治风历年岁，或歌或哭或

验》续命汤补入《金匮要略•中风历节》
，也是政府组织的严谨

大笑，言语无所不及”，该方较前二者少生姜，而其治迥异，

的学术活动，必有所本，合于众议。

可推测，小续命汤治疗脑卒中，生姜似不可少，且方中其用量

然而，自宋始，小续命汤治疗脑卒中的地位下降，金元之

最大，五两。《千金》载小续命汤方而未言明其功效，后世医

后，众多医家开始对外风入侵的理论提出了质疑，着重以“内

家多认为其功在疏散外风，即便是在分析方剂时前后矛盾，但

风”立论，如刘完素重热极生风，李东垣主气虚生风，朱丹溪

终不能超越这一法则。

创痰湿生风，皆从内风立论。并不断使之趋于完善；《圣济总

1

小续命汤治疗中风的古代历史沿革
中风治愈率的高低与续命汤类方在治疗中风偏瘫中应用

录•诸风》中未载小续命汤，仅谓其治产后血虚脑卒中（非今
日之脑卒中）[8]。金元时期，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各持一
说，视心火、气虚、痰热等为中风症结，虽未完全否定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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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的功效，但多不提倡使用。如刘完素首次提出热极也可

根据病情变化，灵活加减，慎用活血化瘀药；收到了良好效果；

导致中风，并创制三化汤、大秦艽汤、地黄饮子等分别治疗痰

颜乾麟在临证过程中常以小续命汤为主方，随证加减化裁[18.19]

热中脏、气血痹阻、肾虚痰泛之中风。其他医者以羚羊、黄芩、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如脑梗死合并高血压病以及冠心病合并脑

钩藤、竹沥辈为治风常规，迄今亦七八百年。金元以后多用八

出血病等，均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日本学者岩崎勋[20]发表在日

风散、愈风汤、天麻丸、补阳还五汤、镇肝熄风汤、羚羊钩藤

本汉方临床杂志的小续命汤治疗脑梗塞一例，入院后第三周起

汤等进行防治。

患者开始用小续命汤，用量标准采用“经验汉方处方分量集”

明•朱棣《普济方•诸风》中虽载有小续命汤，但已非开篇

（大塚敬节、矢数道明撰），收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李可老

之首，并谓“夫脑卒中者，盖五脏俱虚，乃得是病，医者不治

中医曾用麻黄汤治愈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暴盲的病人[4]，麻黄

其本，先以治风药如续命汤排风之类投之”作以告戒，至于用

汤的惊人奇效，使李可想到古代用“大小续命汤”治疗中风长

续命汤之时，当月余之后，“脉息稍匀，尚有风痰余证，然后

达 13 个世纪。

[9]

河南省名老中医张惠五用小续命汤治疗中风偏枯症 88 例[21]，

服续命汤排风以驱逐之 ”明•张景岳亦在选《金匮要略•续命
汤》
、
《千金》小续命汤、大续命汤以及愈风汤后，加一按语，

他认为小续命汤对中风偏枯症有确切疗效，甚至对某些曾用多

脑卒中一证，病在血分，多属肝经，肝主风木，故名中风，奈

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病程长久者，只要认症准确，均可获效。

何自唐宋名家以来，竟以风字看重，遂多用表散之药，不知凡

黄竹斋、赵锡武、王占玺等诸家善用此方治疗中风病，但未从

病此者，悉由内伤，本无外感，既无外感而治以发散，是速其

理论上做进一步阐述。朱心红、郑国庆等[22

危耳，若因其气血留滞，而少佐辛温，以通行经络则可，若认

命汤近几年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上均有深入，显示其是治疗中风

为风邪，而必用取汗以发散则不可。倘其中亦或有兼表邪而病

急症很有前途的有效名方。潘氏论证了续命汤类方为中风主方

者，则诸方不可废，故择其要者详之，亦以存古人之法耳[10]。

并呼吁重视续命汤类方治疗中风的文章已经发表 6 年余[24]。胡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强调了对小续命汤的灵活应用和加减化

明亮、鞠奎信[25

裁[11]，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它的使用范围。不但筋脉拘挛、言

好的治疗效果。刘辉武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急性脑梗死的

语不利之中风病随证治之加减可疗，而且脚肿面肿、水泄痔血

疗效 38 例[27]。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低分子右旋糖酐

等证，也能举一反三，用此方巧妙施治。比如：
《本草纲目•神

静滴，低分子肝素钠皮下注射，奥扎格雷纳静滴，对照组组加

农本经名例》中说：“有人年六十，脚肿生疮，忽食猪肉，不

用小续命汤口服，3 周后评效。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高

安。医以药下之，稍愈。时出外，中风汗出，头面暴肿，起紫

于对照组。

黑色，多睡，耳轮上有浮泡小疮，黄汁出，乃与小续命汤倍加
羌活服之，遂愈[12]。
”
《本草纲目•麻黄》中说：
“一锦衣夏月饮

，23]

，26]

3

小

广泛搜集论证续

用小续命汤加减治疗中风偏瘫均，取得了良

结

酒达旦，病水泄，数日不止，水谷直出。服分利消导升提诸药

“小续命汤”为 12 味中药组成的复方，该复方经是过长

则反剧。时珍诊之，脉浮而缓，大肠下弩，复发痔血。此因肉

期的历史考验，大量古籍文献广泛记载，备受历代医家认可并

食生冷茶水过杂，抑遏阳气在下，木盛土衰，
《素问》所谓‘久

经临床证明有效的复方。小续命汤虽为古方，而麻黄、桂枝两

风成飧泄’也。法当升之扬之。遂以小续命汤投之，一服而愈[13]。
”

方皆在其中。以其本虚，必加人参驾驭麻、桂，发越在表之邪，

对比明显的是，清代中风已是十不救一，中风在今日更成

又需附子直入少阴，搜逐在里之邪，不使外内交攻，正气立断，

了百姓的大患。及至清•张山雷则对其用治脑卒中大加责乏，

续命之名，信乎不虚。防风、防己，不过为麻黄之使，以祛标

谓“小续命汤之治卒中风欲死，本是附会《伤寒论》之太阳中

热耳。方治卒中风欲死，病死于暴，故用麻黄必兼杏仁开发肺

风，而制此鸿蒙未判之奇方。乃后人之论中风，有中经络之一

气之逆满，殊不可缺。近代乃至当今医者用之治疗脑卒中多有

证，又附会小续命汤之可治太阳证，而造此不可思议之病理。

获效。后世医者畏用小续命汤，可能由于对其功效的错误认识

要知昏瞀卒中之中风，既非在表之风邪，必非小续命汤之庞杂

以及圄于内风、外风之说的缘故。而小续命汤重视风药在中风

”。清•汪昂曾说：“小续命汤⋯⋯通治六经中

病中的应用，治法为“治风活血扶正”，中风急症宜“标本兼

风，喎邪不遂，语言蹇涩及刚柔二痉。亦治厥阴风湿⋯⋯此方

治”的理论高度，强调指出中风病位在脑，“高巅之上，唯风

[14]

所能侥幸图功

[15]

今人罕用，然古今风方，多从此方损益为治

。
”清•徐灵胎《兰

可到”，风药有确切的活血、止血或活血止血之功，可直接入

台轨范》谓：“续命为中风之主方，因证加减，变化由人，而

脑发挥治血作用。有着它药无法代替的优势。

总不能舍此以立法。
”徐灵胎乃清朝临床大家，其说当有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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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低密度脂蛋白代谢，增加其排泄，抑制脾对低密度脂
蛋白摄取。
4

姜黄素的抗肿瘤作用
1988 年印度学者 Kuttan 发现姜黄素可以抑制体外肿瘤细

胞的生长后，姜黄素抗肿瘤作用受到研究者青睐。
细胞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 HER2/neu 过度表达，

28(2):114-119
[2]狄建彬,顾振纶,赵笑东,等．姜黄素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研究进展[J].中草药,
2010,5(2):35-36
[3]张立,张淑芳,邹维.姜黄紊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机制研究进展[J].吉林医学,
20l0,13(7):115-116
[4]唐靖.姜黄素与其代谢产物的体内药动学及对 P-糖蛋白功能和表达的影
响[D].大学,2008:26-38

导致细胞异常增殖与肿瘤发生。细胞体外实验表明，姜黄素短

[5]杨开艳,顾建兰,殷冬梅,等.姜黄素对脂多糖激活的小胶质细胞 iNOS 表达

期治疗能抑制 A431 细胞中 EGFR 激酶活性和表皮生长因子受

的抑制及抗氧化作用[J].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2007,23(11):938-945

体酪氨酸磷酸化，降低 HER2/neu 蛋白表达水平[12]。研究表明，

[6]谢荣俊,李峰,张树友.姜黄素治疗大鼠重症急性胰腺炎相关性肺损伤的实

姜黄素能降解细胞内的 HER2 蛋白，破坏其酪氨酸激酶活性。

验研究[J].中南医学科学杂志,2011,6

另一方面，姜黄素可通抑制多种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的活性

[7] Abe Y，Hashimoto S, Hork T．Curcumin inhibi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

发挥抗肿瘤的作用。最近研究发现，姜黄素可通过下调 bcl-2

production by human peripheraI bl-d monocytes and alveolar macrophages[J].

蛋白表达发挥抗增殖抗肿瘤的作用。姜黄素也可通过抑制磷酸

harmacol Res.1999,39(1):41-7

肌醇 3 激酶/AKT 途径而诱导急性 T 细胞白血病细胞凋亡，还

[8]许晨霞,建华斌.黄素衍生物体外抗炎及防治小鼠脓毒症的研究[J].海峡药学,

可通过抑制 Akt 和 Erk 信号途径诱导恶性胶质瘤细胞 G2/M 期

20l0,22(3):3l-33

停滞，参与非凋亡性质的细胞自噬性死亡。

[9]McNally SJ, Harrison EM, Ross JA, Garden OJ, Wigmore SJ. Curcumin

有报道，姜黄素也可通过对 Ras 蛋白的调控抑制肿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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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子散在鼻渊治疗中的运用近况
Application of Xanthium powder in treating nasosinus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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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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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苍耳子散由苍耳子、薄荷、辛荑、白芷 4 味药组成，在本文中记载了笔者在最近 40 年苍耳子散在鼻渊治疗的应
用中的总结和经验。
【关键词】 苍耳子散；鼻渊；机制
【Abstract】 Xanthium powder is composed of Xanthium, Herba Menthae, Flos Magnoliae and Radix Angelicae Dahuricae. It is used
in treating nasosinusitis and achieved satisfactory effe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hared his experience of the application in treating
nasosinusitis.
【Keywords】 Xanthium powder; Nasosinusitis; Mechanis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4.074
苍耳子散源自宋代《济生方》，是治疗鼻炎、鼻窦炎的经

基本消失没有复发的 20 例，总有效率为 100%[5]。李山英用古

典方[1]，由苍耳子、薄荷、辛荑、白芷 4 味药组成，原方作散

方苍耳子散加味治疗鼻渊患者 187 例，总有效率达 93%[6]。杨

剂，用葱茶煎汤调服，广泛用于临床上。鼻渊，是指鼻流浊涕，

巧红用苍耳子散加细辛、野菊花、鹅不食草、白芍、胆南星、

如泉下渗，量多不止为主要特征的鼻病。常伴头痛、鼻塞、嗅

白附子治疗鼻渊，70 例中治愈 59 例，有效 7 例，无效 4 例，

觉减退，鼻窦区疼痛，久则虚眩不已。鼻渊病名，最早见于内

有效率 94.29%[7]。

经，如《素问•气厥论篇》
：“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
浊涕下不止也。”继《内经》后，又有“脑漏”、“脑渗”、

3

合方配伍在临床中的应用
在治疗鼻渊的配伍中，成方的配伍在临床中也是很常用

“脑崩”、“脑泻”等病名。是鼻科常见病、多发病之一。
《济
生方•鼻门》曰：“热留胆府，邪移于脑，遂致鼻渊，鼻渊者，

的，苍耳子散对鼻渊的疗效很好，但是临床上不仅仅是单纯的

浊涕下不止也。”在此，笔者在最近 40 年苍耳子散在鼻渊治

鼻渊，往往伴随着其他症状的出现，方剂中有很多疗效显著的

疗的应用中作一点总结和窥见。

基础方和验方，配合苍耳子散一起运用，往往起着化繁为简，

1

立竿见影的功效，比如说浓涕多的合苇茎汤，在苍耳子散合苇

原方在临床中的应用

茎汤在 120 例患者的治疗中，总有效率达 93.3%[8]。熊亚用川

苍耳子散是治疗鼻渊的经典验方，在临床上深受各医家的

芎茶调散合苍耳子散加减治疗鼻渊，结果治愈 18 例，显效 22

喜欢，《济生方》卷五：“辛夷仁半两，苍耳子两钱半，香白

例，有效 10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92.6%[9]。陈春霞用黄

芷一两，薄荷叶半钱，上晒干，为细末，每服两钱，食后用葱、

芩汤合苍耳子散治疗鼻渊，痊愈 72 例，占 68.57%；好转 27

茶清调下”。文明峰用苍耳子散加减治疗鼻副窦炎 18 例，其

例，占 25.71%；无效 6 例，占 5.72%；总有效率 94.28%[10]。

[2]

中痊愈 10 例，显效 7 例，好转 1 例 。
2

作为基础方加减在临床中的应用
后世治疗鼻渊，常常是在苍耳子散的基础上加减化裁而

李景昌也用苍耳子散配合黄芩汤治疗鼻渊中，
106 例中有效 100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94.44%[11]。还有学者有苍耳子散合
四物汤治疗鼻渊的，结果：1 个疗程治愈 28 例，2 个疗程治愈
20 例，
3 个疗程治愈 12 例，
其余例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12]。

来，头痛加白芷、蔓荆子，鼻阻加山甲、皂角刺，脓涕带血加

刘娅用苍耳子散合三甲汤煎服，每日 1 剂，每日服 3 次，服药

小蓟、白茅根，涕味腥臭加鱼腥草，外感风寒加荆芥、防风或

前将热药液倒入保温杯中，盖上纸板，打上两孔，鼻孔对准纸

麻黄、细辛，风热加桑叶、菊花、薄荷，湿浊加藿香、苍术，

孔，反复吸气 10～15min，2 周为 1 个疗程。结果痊愈 10 例，

肝胆湿热加龙胆草，郁热加丹皮、栀子，胆移热于脑加藿胆丸，

显效 27 例，有效 3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5.24%[13]。王志

血虚郁滞加当归、川芎，血热加生地，气虚加生黄芪，南沙参

亮运用辛前甘桔汤合苍耳子散治疗鼻渊长期不愈者，结果治愈

等[3]。比如说刘晓光用苍耳子散加鱼腥草，蚤休，黄芩，甘草

22 例（61.1%）
，好转 12 例（33.3%）
，无效 2 例（5.6%）
，总

治疗鼻渊，106 例中除 4 例效果不明显外，余均获较好疗效，

有效率 94.4%[14]。

[4]

总有效率 96.23% 。温玉平用苍耳子散加鱼腥草、金银花、黄
芩、藁本、川芎、菊花、赤白芍、蔓荆子、桔梗各、生甘草、

4

苍耳子散鼻嗅法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细辛治疗鼻渊，结果服上方 3 剂症状缓解 12 例，服药 5 剂症

鼻嗅法是让患者用鼻嗅吸药气或药烟以治疗疾病的一种

状明显消失 35 例，用药 15 剂有效 23 例，服药 20 剂以上症状

方法。此法古已有之，它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一些名医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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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治病。如清代叶天士即用常山饮炒嗅治疗疟疾。吴尚先在

考》曰：“鼻流浊涕不止者名鼻渊，乃风热在脑，伤其脑气，

《理瀹骈文》中收载有十余首鼻嗅方药，治头痛、鼻渊、呃逆、

脑气不固而液自渗也。”所以疏风止痛、通利鼻窍是治疗鼻渊

疟疾、产后血晕等病证。鼻嗅法是使药物通过鼻粘膜迅速吸收，

的一大原则，这也正是苍耳子散的功效所在。综上所述，不管

进入血液而发挥药理效应。苍耳子散治疗鼻渊也采取了这种方

是苍耳子散原方，还是作为基础方配伍加减，或者是合方运用，

法，目前，有许多学者采用此法应用于临床中，比如说徐慧宇

临床上在鼻渊的治疗中使用是很普遍的，并且疗效显著，取药

采用苍耳子散加减与雾化吸入疗法（鼻吸法） 同时进行。基

方便，所以苍耳子散在临床中的推广很有价值。

本方药是：金银花、鱼腥草、川芎、瓜蒌各 15～20g，辛荑花、
薄荷、苍耳子、桔梗各 9～12g，细辛 3g 进行治疗。雾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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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上行，发散而通鼻窍；薄荷辛散祛风；白芷味辛温，入肺胃
经，具有发表祛风，消肿止痛通鼻窍，脓可出之功效。《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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