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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黄柏散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的疗效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f Jiawei Huangbai powder on treating
acute soft tissue injury
李朝辉 刘艳芝 黄剑萍 郑衍昌 张横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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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黄柏散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的临床疗效。方法：110 例急性软组织损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
疗组 55 例，外用加味黄柏散，配合离子导入治疗；对照组 55 例，用扶他林软膏（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外涂，配合离子导入
治疗。均为 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8.11%，对照组总有效率 92.45%，两组疗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加味黄柏散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疗效显著。
【关键词】 急性软组织损伤；加味黄柏散；临床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Jiawei Huangbai powder in treating acute soft tissue injury. Methods: 110
cases of acute soft tissue injur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5 cases in each group.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Jiawei Huangbai powder combined with the iontophoresis treatment, 1 time a day,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voltaren ointment (Diclofenac
diethylamine the Latex agent) combined with iontophoresis treatment. 1 time a day, 10 times as a course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8.11% for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92.45% of the control group,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Jiawei Huangbai powder has a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reating acute soft tissue injury.
【Keywords】 Acute soft tissue injury; Jiawei Huangbai powder;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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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于高要市中医院针灸科、骨科门诊及住院患者，
自 2010 年 9 月～2013 年 1 月共收集 110 例入组患者，随机分
成治疗组、对照组各 55 例。其中治疗组男 35 例，女 20 例，
年龄最小 15 岁，最大 59 岁，平均（37.5±5.8）岁；对照组男
32 例，女 23 例，年龄最小 16 岁，最大 59 岁，平均（38.3±
5.8）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经统计学计算无差异（P>0.05）
。
组间具有可比性。疗程 3～15d。
1.2 诊断标准
参照 2002 年出版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编写的《中

度的肿胀、瘀斑、关节活动功能障碍；②中期受伤 3～4d 后，
肿胀开始消退，瘀斑青紫逐渐变浅色，皮肤温度高，疼痛渐减，
关节活动功能仍受限；③后期关节损伤 2 周以后，瘀肿大部分
消退，瘀斑变为黄褐色，疼痛渐消，功能大部分恢复，少数损
伤严重的患者恢复期较长，局部仍有硬结，隐隐作痛，关节活
动受限，迁延不愈；④X 线检查主要是排除骨折、脱位及骨病
等，有时对肌腱、韧带及软骨的损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2.2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1]
1.2.2.1 气滞血瘀型
主症：因外伤或劳损而发病，多发生于损伤早期，局部肿
胀、刺痛，痛有定处，出现青紫瘀血斑（或有较大血肿），关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中药新药治疗软组织损伤的临

节活动受限；次症：舌质紫暗或有瘀斑，脉弦涩。

床研究指导原则”的诊断标准进行制定。

1.2.2.2 血虚寒凝型

1.2.1 西医诊断标准
急性软组织损伤西医包括软组织挫伤与关节扭伤。
1.2.1.1 软组织挫伤
①有明显的外伤史，疼痛剧烈，局部迅速肿胀，肢体活动

①主症：多为损伤后期或慢性软组织损伤。以局部疼痛为
主，轻度肿胀及压痛，如在关节附近则影响关节的活动；②次
症：筋络拘急，疼痛遇寒湿加重，舌质淡红，脉沉细无力。
1.3 纳入标准

功能障碍；②伤处压痛明显，可出现局部青紫瘀血斑，严重者

①符合以上急性软组织损伤（软组织挫伤或关节扭伤）诊

可出现皮下血肿，波动征阳性；③损伤后 2 周左右，瘀肿大部

断标准；②符合中医证候诊断为气滞血瘀型者；③病程在 24h

分消退或转为黄褐色，疼痛逐渐消失，功能恢复或轻度障碍；

以上，72h 以内者；④年龄在 18～65 岁者；⑤病人愿意接受本

④少数损伤较重的患者，恢复期较长，局部仍有肿胀或有硬结，

方案治疗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隐隐作痛，肢体活动有不同程度的受限；⑤X 线检查主要是排

1.4 排除标准

除骨折、脱位及骨病等。
1.2.1.2 关节扭伤
①早期有明显的扭伤史，伤后疼痛剧烈、局部出现不同程

①不符合以上急性软组织损伤诊断；②中医证候诊断为血虚
寒凝型者；③开放性损伤、断裂伤、慢性软组织损伤者；④妊娠
或哺乳期妇女；⑤过敏体质及对多种药物过敏者；⑥合并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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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肾、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结缔组织病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及

伸筋草、骨碎补、生草乌、麻黄，以上诸药以干品 4∶2∶2∶2∶

精神病患者；⑦病情危重，难以对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作出

2∶2∶2∶2∶2∶1 比例混合，共研为细末。治疗时，以上药细

确切评价者；⑧24h 内使用过止痛药或活血化瘀类中药者。

末每 10g 加醋 5ml、蜂蜜 3ml、生姜汁 2ml 调配成药膏，将药

1.5 中止标准

膏铺在透气胶布上，药膏厚度约 1cm，药膏大小以约超出患处

①不能坚持治疗者；②出现严重不良事件或严重不良反应，

1.5cm 为度，外敷于患处并胶布加固。②中频治疗：患处局部

不适宜继续接受实验者；③未严格按照方案进行治疗者；④治疗

清洁消毒后，根据患处的大小不同，选择合适的电极片对置于

期间出现筋膜室间综合征需行切开减压者；⑤自行退出实验者。

患处，选择治疗软组织损伤的处方，电流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

1.6 剔除标准

度，20min/次，1 次/d。7d 为 1 个疗程。
2.3 对照组

①不符合纳入标准；②未按规定用药；③无法判断疗效或

①扶他林软膏（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北京诺华制药有

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判断者。
2

限公司生产）外涂：根据患处面积大小，外涂适量扶他林软膏

治疗方法

后轻轻揉搓，使药物渗透皮肤，4 次/d，7d 为 1 个疗程；②中

2.1 治疗方法分组与随机

频治疗：治疗同治疗组。

收集 110 例符合以上诊断、纳入标准，不符合排除标准患

观察指标

者，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合格受试者按就诊先后依次编

3

号 110，由随机数字表法产生 110 个随机数字，采用简单随机

3.1 疗效指标

法，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 55 例，设立 I 组为治疗组，接受加

①症状分级量化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中

味黄柏散外敷＋中频治疗；II 组为对照组，接受双氯芬酸二乙

药新药治疗软组织损伤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软组织损伤症

胺乳胶剂外涂＋中频治疗。

状分级量化表修订，考虑本研究治疗药物与对照药物均为外用

2.2 治疗组

药，对全身症状影响不大，因此将表中口干、便秘、失眠删去，
并赋予每个症状的轻、中、重分值为 1、2、3 分，若无此症状

加味黄柏散外敷：4～6h/次，1 次/d。7d 为 1 个疗程。药

时为 0 分。

物组成与制备：黄柏、半夏、乳香、没药、威灵仙、透骨草、
表 1 软组织损伤症状分级量化表
症状

轻

中

重

疼痛

轻度疼痛，时作时止

疼痛可忍，时常发作

疼痛难忍，持续不止

压痛

重压时疼痛

中等力度按压时疼痛

轻度按压即感疼痛

肿胀*

轻度肿胀，中心高度<0.5cm

中度肿胀，中心高度约 0.5～1cm

重度肿胀，中心高度>1cm

受伤部分功能轻度受限，可从事正常

受伤部分功能中度受限，但不能从事

活动

劳动

瘀斑面积<4cm2

瘀斑面积 4～16cm2

功能障碍
瘀斑#
*

活动功能丧失，生活不能自理
瘀斑面积>16cm2

#

注： 标尺法健侧对比， 分割标尺法。

3.2 疼痛评价指标

请在下面标尺之间标出您疼痛轻重的位置。

按视觉模拟定级法（Visualanalogousscale，VAS 评定法）
，
无痛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剧痛

注：0～10 代表不同程度的疼痛，0 为不痛，10 为最剧烈的疼痛，让患者读出最能代表疼痛的位置，并划勾。

3.3 安全性评价指标
观察患者是否有以下不良反应，做好不良反应记录，若出
现全身不良反应即刻中止试验。

活动不受限。③有效：疼痛、肿胀、瘀斑等症状、体征积分减
少≥30%，<70%，关节活动改善。④无效：疼痛、肿胀、瘀斑
等症状、体征积分减少不足 30%，关节活动无变化。

①过敏性或非过敏性皮炎，如丘疹，皮肤发红，水肿，瘙
痒，小水疱，大水疱或鳞屑等。②全身不良反应，出现一般性
皮疹，过敏性反应（如哮喘发作，血管神经性水肿，光过敏反
应等）
。
3.4 临床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中药新药治疗软

注：计算公式（尼莫地平法）为：[（治疗前积分－治疗后
积分）/治疗前病状积分]×100%。
4

治疗结果

4.1 统计学分析方法
结果将收集的数据录入 SPSS11.5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的

组织损伤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如下：①痊愈：疼痛、肿胀、

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Ridit 分析，计量资料方

瘀斑等症状、体征积分减少≥95%，关节活动正常。②显效：

差齐时，采用 t 检验；方差不齐时，则采用非参数检验。显著

疼痛、肿胀、瘀斑等症状、体征积分减少≥70%，<95%，关节

性检验水平 a=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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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疼痛疗效评价比较治疗 1 个疗程（VAS 评定法）（n=55）
项目
治疗组

对照组

1

2

3

4

5

6

7

8

9

10

治疗前

1

3

5

6

13

15

7

3

2

治疗后

15

17

10

5

4

3

1

治疗前

2

3

5

5

14

16

6

3

1

治疗后

8

11

7

10

9

8

1

1

表 3 软组织损伤症状分级量化对比表治疗 1 个疗程（n=55）
症状

瘀斑

程度
治疗组

对照组

压痛

肿胀

轻

中

重

轻

中

重

轻

中

重

治疗前

24

25

6

12

33

10

5

42

8

治疗后

17

15

0

15

12

0

18

12

0

治疗前

26

23

5

13

31

11

8

41

6

治疗后

20

18

1

19

15

1

25

23

0

表 4 疗效比较治疗 1 个疗程（n=55）

5

项目

例数（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55

23

19

12

1

98.18

对照组

55

15

23

11

6

89.09

讨

论

急性软组织损伤属中医“筋伤”的范畴，又称伤筋，中医
认为跌仆损伤而致筋骨、经络受损，经络阻塞，气血之道不得
宣通，导致气滞血瘀并化热，而为肿为痛。如《圣济总录•伤
折恶血不散》中云：“若因伤折，内动经络，血行之道，不得
宣通，瘀积不散，则为肿为痛，治宜除去恶瘀，使气血流通，
则可以复完也。”因此，治疗筋伤必须祛除瘀血、清热，使气
血流通不受阻，经脉通畅[2]。
黄柏散出自《普济方》卷三零九，又名白骨膏，原方是由
黄柏 1 斤、半夏半斤研为细末生姜汁调和组成，治疗打扑伤损
筋骨折及跌扑疼痛疗效显著，轻者 3～5d 即愈，重者不过旬月。
黄柏味苦[3]，性寒，归肾、膀胱经。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退虚热及消肿祛腐止痛的作用，属于清热燥湿类药物。现代研
究认为黄柏具有促进血管新生，迅速消除炎症水肿，改善创面
微循环，促进肉芽生长和加速伤口愈合等多种作用。半夏性温，
归脾、胃、肺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之功效。
现代研究认为半夏有祛痰、镇吐、镇痛、抗溃疡等作用。[33]
加味黄柏散是在黄柏散的基础上，配大黄、黄连以协助黄柏攻

P

P<0.05

协助大黄活血通经、散瘀止痛、调气，配姜黄以破血行气，通
经止痛，配透骨草以祛风湿、活血、舒筋、止痛，配苍术、厚
朴以助半夏燥湿、行气消肿。加味后的黄柏散清热、止痛、消
肿作用更加突出，本方具有清热消肿、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
作用，用于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理
论，具有良好的研究及临床应用前景。通过对加味黄柏散治疗
急性软组织的临床疗效研究，明确该方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的
临床疗效较好，由其对急性期肿胀明显的患者疗效更好，可以
缩短疗程。加味黄柏散操作简单，易于推广，具有较大科研价
值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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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滞、清热燥湿、泻火、凉血、祛瘀，大黄味苦，性寒，芳香，
归脾、胃、大肠、心、肝经，具有攻积导滞、泻火凉血、活血
化瘀、利胆退黄的功效。现代研究发现大黄已知的化学成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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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0～80 种之多，主要有蒽醌类、菧类、保泰松类、鞣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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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类、激素类等，具有泻下、消炎止血、镇痛等药理效应，大

复医药学会常务理事。高要市中医院学科带头人，科主任。工作单位：高

黄煎剂对多种炎症动物模型均表现有抗炎作用。对炎症早期的

要市中医院。

渗出、水肿和炎症后期的结缔组织增生物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刘艳芝，大专，主管药师，执业药师，高要市中医院。

大黄可提高血浆渗透压，使组织血液向血管内转移，以补充因

黄剑萍，大专，主管技师，高要市中医院。

大失血而丢失的血量，降低血液黏度，有利于解除微循环障碍。

郑衍昌，本科，副主任医师，高要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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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味辛、性温，归心、肝经。气香行散，入血分具有活血

张横坚，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高要市中医院。

通经，祛瘀止痛的功效。现代研究发现红花阻止内皮细胞过度
增生，稳定血管内膜，改善凝血状态等作用。配红花、乳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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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芪愈溃胶囊对大鼠胃溃疡愈合质量及
PGE2、EGF 的影响
The effect of Jingqi Yukui capsule (JQYKC) on the quality of gastric ulcer
healing and the levels of PGE2 and EGF in rats
李红艳 王道坤 段永强 李

琼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R656.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04-04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探讨景芪愈溃胶囊对胃溃疡愈合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乙酸诱导制备胃溃疡模型制备成功后，分
为空白组、模型组、雷尼替丁组及景芪愈溃胶囊高、中、低剂量组。给予灌胃治疗 10d 后，杀检全部试验大鼠，肉眼及镜下观察
溃疡愈合情况、测量胃溃疡面积、采用 ELISA 法检测 PGE2 及 EGF 的含量。结果：①镜下观察景芪愈溃胶囊治疗组大鼠胃溃疡愈
合情况良好，其中中剂量组效果最好。②各治疗组大鼠胃溃疡面积均较模型组明显缩小（P<0.01），以中、高剂量组最明显。
③雷尼替丁组及中、高剂量组 PGE2 及 EGF 的含量均高于模型组（P<0.05），中剂量组最明显（P<0.01）。结论：景芪愈溃胶囊
可提高胃溃疡愈合质量，其作用机制与增加胃内 PGE2 及血中 EGF 作为保护性因子有关。可用于治疗阳虚、气虚为主的胃溃疡。
【关键词】 景芪愈溃胶囊；胃溃疡；前列腺素 E2；表皮生长因子；溃疡愈合质量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Jingqi Yukui capsule on the quality of gastric ulcer healing.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animals are divided into 6 groups. Except the blank group rats, the remaining animals are perpared as acetic
acid-induced gastric ulcer model rats. After models are successful, they are divided into the model group, ranitidine group, JQYKC high
dose group, JQYKC medium dose group and JQYKC low dose group, 10 rats in each group. Rats in blank group and model group were
given distilled water 2ml, once a day, a total of 10 days. Rats in ranitidine group, JQYKC high dose group, JQYKC medium dose group and
JQYKC low dose group are filling with corresponding concentrations of drug suspension 2ml, once a day for 10 days. On the 11th day, kill
all experimental rats, observe the condition of gastric ulcer healing by eyes and microscope, measure the area of gastric ulcer, use ELISA
method to detect levels of PGE2 and EGF. Results: ①The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finds that there is a high quality of gastric ulcer healing
in each JQYKC dose group and the modium dose group is the best one of them. ②All treatment groups significantly narrow the area of
gastric ulcer (P<0.01), the high dose and medium dose group are more visible than other groups. ③The content of PGE2 and EGF in
ranitidine group, high dose group and medium group are higher than the model group (P<0.05). Furthermore, they are much higher in
medium dose group (P<0.01). Conclusion: JQYKC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astric ulcer healing, the mechanisms is correlated to
increasing PGE2 and EGF as protective factors.
【Keywords】 Jingqi Yukui capsule; Gastric ulcer; PGE2; EGF; Quality of ulcer heal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02
胃溃疡（Gastri Culcer，GU）是内科常见病，多发病。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人群中约 10%在其一生中患过此病。目前溃疡
病的近期愈合率显著提高，但复发率仍居高不下。流行病学调
查显示[1]，溃疡病愈合后一年内的复发率在 50%～70%，而 5
年内的复发率则达 80%～100%。因此，有效防治胃溃疡的发
生发展，对于缓解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景芪愈溃胶囊（Jing Qi Yu Kui Capsule，JQYKC）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动物：SPF 级 Wistar 大鼠 62 只，雌雄各半，
（200±20）
g，由甘肃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SCXK
（甘）2011-0001-0001166。
1.1.2 药物：景芪愈溃胶囊由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制剂科提
供，生产批号：120106，0.5g/粒；盐酸雷尼替丁胶囊，由海南

经多年临床实践证明的有效的纯中药制剂，在治疗胃溃疡的近

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生产，产品批号：1103122，0.15g/粒；

期疗效及防止溃疡复发的远期疗效方面，都得到了比较肯定的

0.9%氯化钠注射液，产品批号：A111117U。

证实。本实验通过观察 JQYKC 对乙酸诱导的大鼠胃溃疡愈合

1.1.3 试剂：冰乙酸，分析纯，w/%≥99.5，天津市百世化工有

、表皮生长因子
情况及前列腺素 E2（Prosta Glandin E2，PGE2）

限公司，批号：20120618；水合氯醛，分析纯 AR，天津欧博

（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并

凯化工有效公司，批号：20120115；PGE2 试剂盒，购于北京

为其治疗 GU 提供实验依据。

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20601A；EGF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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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盒，购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1.3 观测指标

20120601A。

大鼠一般情况观察，胃组织大体标本及镜下观察，溃疡面

1.1.4 仪器：ES-1000E 电子天平，长沙湘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TGL-13 低温电动离心机，金坛市富华仪器有限公司生
产；气浴恒温振荡器，金坛市富华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Bio-rad680 酶标仪，美国 BIO-RAO 生产；MDP-330200L 低温

积计算，胃组织 PGE2 及血清 EGF 含量检测。
2

结

果

2.1 大鼠一般情况

冰箱，日本三洋株式会社生产；150mm 游标卡尺，上海赛拓五

除空白组大鼠外，其余大鼠于造模后均出现精神减弱，嗜

金工具有限公司生产；Reiehert-Jung820-II 型超薄切片机，德

睡倦卧，主动活动减少；食欲减退，进食减少；被毛欠泽，结

国 Reiehert-Jung 公司生产；OYLMPUS 生物显微镜，日本

缕成穗；粪便干溏不调，粪便颗粒大小不均。以上情况均于造

OLYMPUS 光学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模后第五日开始逐渐好转。

1.2 方法

2.2 大体标本观察

1.2.1 造模方法：冰乙酸诱导大鼠胃溃疡模型的制备将所有大

2.2.1 正常组：胃内基本无残留食物；胃黏膜呈淡红色，皱襞

鼠编号，用随机数字表法分出 10 只大鼠作为空白组动物，其

连续，光整无破坏。

余 52 只大鼠造模均参照 Okabe 等 的经典造模方法，并加以

2.2.2 模型组：腹腔可见明显胃肠胀气，范围至回肠末端，浆

改进。适应性喂养大鼠 3d 后，所有大鼠禁食不禁水 24h，除空

膜面有明显组织粘连；胃内潴留物量约占 4/5 胃容量、有明显

[2]

-1

白组动物外，余鼠予 10%水合氯醛 3.7ml·kg 腹腔注射麻醉，

异味；胃窦处黏膜均有一圆形或椭圆形溃疡，溃疡中心苍白，

于剑突下 0.5cm 纵向切开腹壁约 2cm，自肝后找到胃，将其轻

表面覆污浊腐苔，周围明显充血水肿。

轻移出腹腔，暴露胃体于外并在胃前壁体窦交界处靠胃窦侧浆

2.2.3 雷尼替丁组：腹腔可见较明显胃肠胀气，较模型组为轻；

膜面，用微量注射器注入 0.3ml 冰乙酸，然后将胃还纳入体内，

浆膜面少许粘连；胃内潴留物量约占 2/3 胃容量、有异味；胃

大网膜覆盖，逐层缝合，碘伏消毒皮肤创口。将动物送回笼内，

窦区黏膜皱襞不连续，周围可见糜烂点及小范围瘢痕收缩。

温覆保暖待醒。

2.2.4 JQYKC 高剂量组：腹腔无明显胃肠胀气，浆膜面无明显

1.2.2 动物给药剂量折算方法：按体表面积折算法计算，JQYKC

组织粘连；胃内潴留物量约占 1/5 胃容量，胃窦区黏膜皱襞欠

人口服 4.5g/d 折算为大鼠等效剂量 0.405g·kg-1 作为中剂量，

完整，可见少量瘢痕收缩。

高剂量和低剂量分别为 0.81g·kg-1 及 0.202g·kg-1。盐酸雷尼

2.2.5 JQYKC 中剂量组：腹腔未见明显胃肠胀气，浆膜面光滑、

替丁胶囊人口服 0.3g/d 折算为大鼠等效剂量 0.027g·kg-1。

无组织粘连；胃内无明显潴留物，可见少量淡黄色液体；胃窦

1.2.3 动物分组及给药方法：手术造模后 3d，于 52 只大鼠中，

黏膜皱襞欠完整，周围可见小范围瘢痕收缩。

随机抽取 2 只，处死并开腹观察胃溃疡形成情况。确定胃溃疡

2.2.6 JQYKC 低剂量组：腹腔可见较明显胃肠胀气，范围达回

模型制备成功后，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剩余的 50 只大鼠分为 5

肠末端，但程度较模型组为轻；浆膜面少量组织粘连；胃内潴

组，分别为模型组、雷尼替丁组、JQYKC 高剂量组、JQYKC

留物量约占 2/3 胃容量，有明显异味；胃窦区黏膜可见溃疡

中剂量组及 JQYKC 低剂量组，10 只/组。每组大鼠每日给予标

（3/10）及皱襞明显破坏，周围可见明显充血水肿。

准饲料喂养，自由饮水；空白组及模型组大鼠灌服蒸馏水 2ml，

2.3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1 次/d，连续灌胃 10d；雷尼替丁组及 JQKYC 三个治疗组动物

2.3.1 正常组：胃窦黏膜黏膜层结构完整，腺体排列整齐，黏

均灌服相应剂量药物胶囊内容物与蒸馏水的混悬液 2ml，1 次/d，

膜下层未见炎性细胞浸润，浆膜层完整。

连续灌胃 10d。

2.3.2 模型组：溃疡造模处黏膜缺损，部分已及肌层，腺体正

1.2.4 标本采集及处理方法：末次给药后，所有大鼠禁食不禁

常结构消失；表层可见坏死组织，其下上皮细胞及腺体增生；

水 24h，腹主动脉采血 5ml 于真空管内，倾斜放置 30min 后，

溃疡边缘黏膜炎性细胞浸润严重；黏膜下层可见瘢痕纤维生

放入低速离心机，以 3000r/min，离心 30min，取上清 2ml，入

成，新生血管数量较少，部分小动脉渗血，血管内可见血栓或

－20℃冷藏；剥离胃，结扎幽门，于十二指肠和食管处结扎胃，

炎性栓塞。

10%甲醛 10ml 至贲门注入胃腔，固定 30min；沿胃大弯剪开胃，

2.3.3 雷尼替丁组：溃疡病灶处可见大量的新生胃上皮细胞和

展平，冲洗胃内壁，游标卡尺测量溃疡面的横径及纵径，溃疡

腺细胞覆盖，但排列不整齐；黏膜全层均有炎性浸润，但较模

面积（S）按公式 S=π×d1×d2×1/4（π 为圆周率取值 3.14，d1

型组为轻；黏膜下层新生血管较多，部分血管内皮肿胀、增生，

及 d2 分别为溃疡面的最长径和最短径）计算；以溃疡病灶或溃

可见少量血栓；浆膜层偶见炎性浸润。

疡瘢痕平行于胃长轴方向的最长径为中心取材，10%甲醛固定，

2.3.4 JQYKC 高剂量组：溃疡病灶及周围胃上皮细胞和腺细胞

石蜡包埋，病理切片；于溃疡周围取一块组织放入生理盐水中

增生数量较多，可见轻度不典型增生，少量炎性细胞浸润；黏

冲洗吸干，电子天平称取 0.3～0.4g，加入 9 倍量的生理盐水，

膜下炎性细胞浸润仍较严重，新生血管较多，小部分血管内皮

低温快速匀浆制成 10%的组织匀浆液，将匀浆液移入离心管

可见肿胀。

中，3000r/min，离心 30min，取上清液，－20℃冷藏保存。

2.3.5 JQYKC 中剂量组：胃窦黏膜基本完整，胃上皮细胞与腺

1.2.5 数据统计方法：实验数据以 Mean±Std.Error（SE）表示，

细胞形态良好、分布整齐，腺体细胞增生数量较多；黏膜下层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 One-wayANOVA 的样本均数多重比较

仅见少量炎性细胞浸润，新生血管扩张、数量明显较其他组标

的 F 检验，P<0.05。

本多；浆膜层完整，少量炎性细胞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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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用药组大鼠溃疡面积与模型组大鼠胃溃疡面积比较，均

和腺细胞覆盖，但形态欠佳、排列不齐，大量炎性细胞浸润，

有显著显著性差异（P<0.01）；中剂量组大鼠溃疡面积与雷尼

但较模型组为轻；黏膜下层新生血管较少，部分小动脉周围渗

替丁组及低剂量组大鼠溃疡面积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血，血管内皮肿胀、增生，可见少量血栓或炎性栓塞。

（P<0.05）
；而与高剂量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具体结

2.4 溃疡面积测量

果见表 1。

表 1 各组大鼠胃溃疡面积的比较（Mean±Std，Error）
组别

动物数（n）

溃疡面积（mm2）

正常组

10

—

模型组

10

13.732±5.91

雷尼替丁组

10

8.058±2.18

JQYKC 高剂量组

10

3.876±1.75

▽

JQYKC 中剂量组

10

5.053±2.21

▽

10

8.562±2.38

JQYKC 低剂量组
▽

▽★

▽★

★

注： 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与中剂量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 胃组织 PGE2 及血清 EGF 检测

模型组大鼠血清 EGF 较空白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模型组大鼠胃组织中 PGE2 含量较空白组增高，有统计学

（P<0.05）
；与模型组比较，各用药组大鼠血清 EGF 均增高，

意义（P<0.05）
；与模型组比较，各用药组大鼠组织 PGE2 均增

有统计学意义（P<0.05），尤以雷尼替丁组及中剂量组差异显

高，有统计学差异（P<0.05）
，而中剂量组差异最明显（P<0.01）
；

著（P<0.01）；与中剂量组比较，雷尼替丁组及高、低剂量组

与中剂量组比较，雷尼替丁组及高、低剂量组大鼠组织 PGE2

大鼠血清 EGF 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
，且以高、低剂

含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尤其高、低剂量组统

量组差异显著（P<0.01）
。具体结果见表 2。

计学差异明显（P<0.01）
。
表 2 各组大鼠胃组织 PGE2 及血 EGF 含量的比较（Mean±Std，Error）
组

别

组织 PGE2 （U/mg prot）

动物数（n）

JQYKC 中剂量组

10

JQYKC 低剂量组

10

▲

▽★

5.645±0.82

▽▽★

▽★★

5.426±0.51

▽★★

8.743±0.54

10

JQYKC 高剂量组

4.825±0.61▲

7.801±0.34

10

雷尼替丁组

3.849±0.80

▲

10

模型组

血 EGF（U/mg prot）

6.718±1.18

10

正常组

8.641±0.38

9.699±0.52

▽▽

8.343±0.41
▽

★★

6.304±0.49
5.229±0.50

▽▽

▽▽

▽★★

★

注：与空白组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有显著性差异，P<0.01；与中剂量组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P<0.05；
★★

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1。

3

讨

论

病的准绳，创制的许多方剂如黄芪建中汤，小建中汤，芍药甘

古代中医文献中并无“胃溃疡”的记载，据其临床症状，
多属中医学“胃脘痛”范畴，亦与“痞满”
、
“吞酸”等病证相
关。对本病病因的认识，历代文献多有记载，大体可归纳为三
类：六淫伤中、饮食不节、情志内伤。如《黄帝内经素问•举

草汤等皆为后世治疗胃脘痛的常用效方。
景芪愈溃胶囊由红景天、生黄芪、桂枝、白芍、高良姜、
白及、浙贝、蒲公英、延胡索、生甘草组成，方中以红景天、
生黄芪共为君药，甘温益气、健脾补中；以桂枝、白芍、高良

痛论篇第三十九》 ：
“寒气客于胃肠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

姜为臣，温中、和络、止痛；以白及、浙贝、蒲公英、延胡索、

散，小络急引故痛”，指出寒邪致病的特点。对于饮食不节的

生甘草为佐，敛疮止痛、清热解毒；以生甘草为使，缓急止痛、

[3]

病因认识，如李东垣在《东垣试效方》 中指出：
“夫心胃痛及

调和诸药。全方共凑益气温阳、健脾和胃、敛疮止痛之效，尤

腹中诸痛，皆因劳役过甚，饮食失节，中气不足，寒邪乘虚而

以治疗虚寒性胃脘痛之证为长。

[4]

入客之，故卒然而作大痛”。但纵观历代中医文献，对该病病

动物实验研究的关键是建立理想而稳定的动物模型。根据

因的认识，外因中以“寒邪”立论居多，内因中以“饮食不节”

人体胃溃疡的发病机理，在动物实验中相应设计了许多试验性

立论为主。

胃溃疡模型的制备方法。这其中以冰乙酸型胃溃疡方法最可

对胃脘痛的辨证治疗，首位医家当推汉代张仲景。《金匮
[5]

靠，重复性好，溃疡深而大，与人类的慢性胃溃疡极为相似，

要略•腹满寒病宿食病脉证并治篇》 以“按之不痛为虚，痛者

最适用于观察药物促进溃疡修复愈合的作用，作为筛选治疗慢

为实”的原则辨其虚实，来确定证治大法。
“腹满时减复如故，

性胃溃疡药物的实验模型[6]。卢文丽等[7]指出，乙酸法模型出

此为寒，当与温药”
；
“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

现气损、阳竭，以及精血虚少的证候。

宜大柴胡汤”。其确立的虚、实两大辨证原则均为后世治疗本

PGE2 是首先被发现具有细胞保护作用的内源性物质，可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5 期

-7-

通过增加胃粘膜粘液分泌、促进表面活性磷脂的释放及清除氧

[3]田代华整理.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4

自由基等多种机制来保护胃粘膜。而胃壁粘液与碳酸氢盐一起

[4]金•李杲.东垣试效方[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2

构成的“粘液-碳酸氢盐屏障”则是保护胃粘膜的“第一道防线”
，

[5]汉•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4

使胃壁的上皮细胞避免胃酸的侵蚀[8]。PGE2 还可通过保护血管

[6]王凌娟,张雯.胃溃疡及实验性胃溃疡模型[J].中国烧伤创疡杂志,2000,2: 66-69

结构完整和正常血液供应，来减轻和防止由酒精、强酸、强碱

[7]卢文丽,方肇勤,潘志强,等.6 种胃溃疡小鼠模型的证候特征及比较[J].上海

或其他药物对动物胃粘膜造成的急性损伤[9]。

中医药杂志,2007,8(41):66-68

EGF2 是一种重要的生物活性肽，不仅在血液中能检出，还广
泛存在消化道内，能抑制胃酸分泌和促进组织、细胞内 DNA、
[10]

[8]郑芝田.消化性溃疡病[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32
[9]SunHH, TsujiS, TsujiiM, etal. Induetion of cyclooxygenase-2 in art gastric

RNA 及蛋白质的合成，加速适应性溃疡的愈合 。同时 EGF2 具

mueosa by rebmaipide, a mucoportective agent[J].J Pharmacol Exp Ther, 2000,

有促进上皮增殖，组织修复和细胞保护作用，在保护胃黏膜免受

295(2):447-452

[11]

损伤因子破坏，维持胃肠黏膜完整性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本实验证明，景芪愈溃胶囊可通过提高组织 PGE2 及血

[10]许春娣.表皮生长因子在消化性溃疡愈合中的作用[J].国外医学儿科学分册,
1997,24:123-126

EGF 的含量，作为保护性因子，加快溃疡愈合速度，提高组织

[11]Konturek PC, Konturek SJ, Brzozowski T, Ernst H. Epidermal growth

修复能力，保证溃疡愈合质量。尤以相当于临床等效剂量的中

factor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alpha:role in protection and healing of

剂量组治疗效果最显著，效果优于雷尼替丁及高、低剂量组。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1995,7:933-937

但在测量溃疡面积所得的结果中显示，中剂量组与高剂量组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有可能是因为高剂量组用药量大，直接
作用于胃粘膜的药物有效成分高，故溃疡表层修复加快。
综上所述，景芪愈溃胶囊可提高实验乙酸性大鼠胃溃疡愈
合质量，对于气损阳虚型胃溃疡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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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通络方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s of Jianpi Tongluo recipe on treating KOA
万晓旭 1,2 王均玉 2 周 宇 2 刘道兵 2 谢 斌 2 何海军 2 陈卫衡 2
（1.贵阳中医学院 2010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贵州 贵阳，550002；2.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北京，100102）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07-04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健脾活络方配合膝关节冲洗治疗脾虚水泛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OA）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7 例
辨证为脾虚水泛型的 KOA 患者，采用口服健脾活络方 1 剂/d，分两次口服，并将药渣热敷患肢，30min/次；同时，应用 0.9%生
理盐水 500ml＋庆大霉素 16 万 U 关节腔灌注一次。分别于治疗后 3、6、12、18 个月采用西安大略和麦马思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
数（WOMAC）、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HSS 评分）为疗效评价指标。结果：治疗后 3 个月时，WOMAC 评分及 HSS 评
分最高（P<0.05）
；治疗后 18 个月时，WOMAC 评分有效率依然达到 90.9%（P<0.05）
，HSS 评分优良率达到 89.6%（P<0.05）
。
，功能评分达到 18.12（P<0.01）
；在治疗
在改善膝关节疼痛及功能方面：在治疗后 3 个月时，HSS 疼痛评分达到 25.65（P<0.01）
后 18 个月时，HSS 疼痛评分为 22.76（P<0.01）
，功能评分为 15.25（P<0.01 或 P>0.05）
。结论：健脾活络方配合膝关节冲洗治疗
脾虚水泛型 KOA 起效快，疗效肯定，对于膝关节疼痛的改善及功能的恢复有较明显的作用。
【关键词】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健脾活络方；脾虚水泛证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Jianpi Tongluo recipe combined with knee joint irrigation treatment on water
flooding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of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Methods: Totally 77 KOA patients with water flooding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were administrated with Jianpi Tongluo decoction twice daily, while the affected limb accepted herb resi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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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compress, 30 minutes each time. In addition, tidal irrigation with 0.9% normal saline 500ml plus gentamicin 160000U was applied for
patients once.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WOMAC) and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HS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rapeutic effect at 3th, 6th, 12th and 18th month after the treatment respectively. Results: WOMAC and HSS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in 3th month (P<0.05); moreover, the effective rate of WOMAC and the excellent rate of HSS were still as high as 90.9%
(P<0.05) and 89.6% (P<0.05) respectively at the 18th month. In the other hand, pain score and functional score of HSS were 25.65 (P<0.01)
and 18.12 (P<0.01) at 3th month; at 18th month they achieved 22.76(P<0.01) and 15.25 (P<0.01 或 P>0.0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Jianpi Tongluo recipe with knee joint irrigation is of quick effects on KOA patients in water flooding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curative effect is positive. In conclusion, this method obviously relief the pain and restore the function of knee joints.
【Keywords】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Jianpi Tongluo recipe; Water flooding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03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是中老年

已接受其它有关治疗，可能影响本研究的效应指标观测

常见的一种慢性退行性病变，临床主要表现为关节疼痛、肿胀

者；妊娠期妇女；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

及功能受限，活动及负重后疼痛加剧，休息后减轻，并有晨僵

危及生命的原发性疾病以及精神病患者。

和胶着现象，可分为有症状性（急性发作期）和无症状性（又
称放射学骨件关节炎）[1]。我们通过近几年的临床观察，认为
KOA 的急性发生与脾虚水泛有关。基于此基础上，我们提出

2

健脾通络方（茯苓，猪苓，泽泻，炒白术，桂枝，党参，
车前子，海桐皮等药物）：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药剂科

疗 KOA，取得了良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资

法

2.1 治疗方法

健脾利湿通络法，并据此组“健脾通络方”配合膝关节冲洗治

1

方

统一配制、煎煮，1 剂/d，分两次口服，两周为 1 个疗程，服

料

用两个疗程，并将药渣热敷患肢，30min/次，2 次/d，28d 为 1

1.1 一般资料

个疗程。随证加减：下肢酸胀加木瓜、威灵仙；疼痛重加苏木、

收集 2009 年 5 月～2010 年 10 月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元胡；湿热重加茵陈、黄柏。同时，采用 0.9%生理盐水 500ml

骨关节三科就诊的 KOA 急性期患者 77 例。其中男 19 例，女

＋庆大霉素 16 万 U 关节腔灌注 1 次。

58 例；年龄 37～92 岁，平均 64.7 岁；左膝 21 例，右膝 26 例，

2.2 观察指标及方法
采用西安大略和麦马思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WOMAC）[4]

双膝 30 例。

和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HSS 评分）[5]。①WOMAC 是

1.2 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针对骨关节炎的评分系统。此评分系统是根据患者相关症状和
[2]

参照美国风湿病学会 1995 年制定的 KOA 诊断标准 ：①临

体征来评价 KOA 的严重程度及治疗疗效。从疼痛、僵硬和身体

床标准：a.近 1 个月里大多数日子时间有膝痛；b.有骨摩擦音；

功能三大方面进行评价，覆盖了整个 KOA 的症状和体征。

c.晨僵≤30min；d.年龄≥38 岁；e.有骨性膨大，满足 a＋b＋c＋

WOMAC 评分判定如下：优，疗效指数≥95%；良，疗效指数

d 条，或 a＋b＋e 条或 a＋d＋e 条可诊断 KOA。②临床+放射学

≥70%，<95%；一般，疗效指数≥30%，<70%；差，疗效指数

标准：a.近 1 个月里大多数日子时间有膝痛；b.X 线片显示有骨

<30%。疗效指数=[（治疗前 WOMAC 积分－治疗后 WOMAC

赘形成；c.关节液检查符合骨性关节炎；d.年龄≥40 岁；e.晨僵

积分）/治疗前 WOMAC 积分]×100%。②HSS 是一个百分制系

≤30min；f.有骨摩擦音，满足 a+b 条，或 a＋c＋e＋f 条或 a＋d

统，分为疼痛计 30 分、功能 22 分、活动度 18 分、肌力 10 分、

＋e＋f 条可诊断 KOA。

畸形 10 分、稳定性 10 分。总分>85 分为优，70～84 分为良，

1.2.2 中医辨证标准

60～69 分为一般，<60 分为差。HSS 对手术前后的关节恢复及
[3]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 。证属脾虚

手术前后的比较具有相当高的正确性，尤其是手术后近期的评

水泛证者：主症：关节疼痛明显，兼有肿胀发热，疼痛常与天

分[6]。③安全性评价：于研究前和研究结束后进行血、尿、便常

气变化或劳累有关。次症：a.肢体乏力；b.关节沉重；c.甚则肌

规化验以及心、肝、肾功能检查。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3、6、

肉萎缩；d.体倦乏力；e.食少；f.口渴不欲饮。舌胖有齿痕，舌

12、18 个月进行 WOMAC 及 HSS 评分，治疗前后观测安全性

质淡白，苔腻，脉濡数。具有主症和次症 6 项中的 3 项者，结

指标。

合舌脉，可诊断。

2.3 统计学方法

1.3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标准者；年龄在 38 岁
以上者；参加本研究前至少 1 个月内未服用其他相关治疗药物
或采用相关治疗方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1.4 排除标准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3

结

果

3.1 患者不同时间点 WOMAC 评分百分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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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不同时间点 WOMAC 评分百分率 [n（%）]
时间

n

优

良

一般

差

治疗后 3 个月

77

12（15.6）

25（32.5）

40（51.9）

0

治疗后 6 个月

77

10（13.0）

23（29.9）

43（55.8）

1（1.3）

治疗后 12 个月

77

7（9.1）

17（22.1）

49（63.6）

4（5.2）

治疗后 18 个月

77

0

12（15.6）

58（75.3）

7（9.1）

表 1 示，患者治疗后 3 个月，有效率达到 100%（P<0.05）
；
治疗后 6 个月，有效率达到 98.7%（P<0.05）
；治疗后 12 个月，

然达到 90.9%（P<0.05）
。
3.2 患者不同时间点 HSS 评分百分率（见表 2）

有效率为 94.8%（P<0.05）
；即使到治疗后 18 个月，有效率依
表 2 患者不同时间点 HSS 评分百分率 [n（%）]
时间

n

优

良

一般

差

治疗前

77

13（16.9）

15（19.5）

23（29.9）

26（33.8）

治疗后 3 个月

77

50（64.9）

25（32.5）

2（2.6）

0

治疗后 6 个月

77

32（41.6）

40（51.9）

5（6.5）

0

治疗后 12 个月

77

28（41.8）

32（47.8）

7（10.4）

0

治疗后 18 个月

77

27（40.3）

33（49.3）

7（10.4）

0

表 2 示，患者治疗后 3 个月，优良率为 97.4%（P<0.05）
；
治疗后 6 个月，优良率为 93.5%（P<0.05）
；而治疗后 12 个月

及治疗后 18 个月时，优良率同为 89.6%（P<0.05）
。
3.3 患者不同时间点 HSS 中疼痛评分（见表 3）

表 3 患者不同时间点 HSS 中疼痛评分（ x ± s ）
时间

n

疼痛评分

治疗前

77

15.05±4.929

治疗后 3 个月

77

25.65±2.667a

治疗后 6 个月

77

24.39±3.200ab

治疗后 12 个月

77

23.74±2.668abd

治疗后 18 个月

77

22.76±3.310abce

注：各组与治疗前比较，aP<0.01；与治疗后 3 个月比较，bP<0.01；与治疗后 6 个月比较，cP<0.01，dP<0.05；与治疗后 12 个月比较，eP<0.01。

表 3 示，患者不同时间点 HSS 中疼痛评分，治疗后 3 个

与治疗后 12 个月比较、治疗后 12 个月与治疗后 18 个月比较，

月、6 个月、12 个月、18 个月均较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各项指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

（P<0.01）。治疗后 3 个月时疼痛缓解最明显，评分达到 25.65

3.4 患者不同时间点 HSS 中功能评分（见表 4）

±2.667。治疗后 3 个月与治疗后 6 个月比较、治疗后 6 个月
表 4 患者不同时间点 HSS 中功能评分（ x ± s ）
时间

n

功能评分

治疗前

77

10.59±4.016

治疗后 3 个月

77

18.12±2.045a

治疗后 6 个月

77

17.08±2.120ab

治疗后 12 个月

77

15.89±2.650abc

治疗后 18 个月
a

15.25±3.213abcd

77
b

注：各组与治疗前比较， P<0.01；与治疗后 3 个月比较， P<0.01；与治疗后 6 个月比较， P<0.01；与治疗后 12 个月比较，dP>0.05。

表 4 示，患者不同时间点 HSS 中功能评分，治疗后 3 个月、

c

4

讨

论

6 个月、12 个月、18 个月均较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中医药在 KOA 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中医药具

（P<0.01）
。
治疗后 3 个月时功能恢复最为明显，
评分达到 18.12

有毒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疗效确切等优势，尤其对早期膝骨

±2.045。治疗后 3 个月与治疗后 6 个月比较、治疗后 6 个月与

性关节炎的治疗已越来越引起医学界的重视。根据传统中医

治疗后 12 个月比较，各项指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1）
，

“肾主骨生髓”、“膝为筋之府，膝痛无有不因肝肾虚者。”等

但治疗后 12 个月与治疗后 18 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理论，多数学者认为 KOA 是在肝肾亏虚地基础上感受风寒湿

（P>0.05）
。

邪而发病。因此，临床分型用药多以此为基础。例如闻辉[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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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将其分为气滞血瘀型、风寒湿痹型、肝肾亏虚型；姚琦[8]认为
该病以肝肾亏虚为主，兼有风寒、湿热、瘀滞的分型方法辨证
用药治疗；孙泽方[9]将 KOA 分为瘀血阻络型、肝肾亏虚型、
气阴两虚型。
通过对近 10 年膝骨性关节炎的证候规律研究中，我们发

疼痛的改善及功能的恢复有较明显的作用。
本项目样本量较小，有关健脾通络方治疗急性期 KOA 脾
虚水泛型的机理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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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症状容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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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对急性肺损伤大鼠模型肺组织中
角质细胞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Effect of Huangqi on KGF in rats with ALI
赵 敏 师 霞 邱 桐 翟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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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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GBD

【摘 要】 目的：研究黄芪对急性肺损伤大鼠肺组织中角质细胞生长（Keratinocyte Growth Factor，KGF）表达的影响，并
探讨其可能的机制。方法：SPF 级 Wistar 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ormal Saline，NS 组）、模型组（Acute Lung Injury，
ALI 组）
、黄芪高剂量组（larg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ous）
、黄芪中剂量组（middl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ous）
、黄芪
低剂量组（small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ous）、地塞米松组（Dexamethasone，DEX 组）
。通过静脉内注射油酸（Oleic Acid，
OA）0.1ml•kg-1 建立大鼠模型，利用光镜观察肺部组织形态学变化，计算肺系数（Lung Index，LI），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测定血清中 KGF 含量，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肺组织 KGFmRNA 表达情况。结果：黄芪高、中剂量能提高血清 KGF 含
量（P<0.01）
，降低肺系数（P<0.01）
，增强肺组织 KGFmRNA 表达（P<0.05）
，减轻肺组织病理损伤。黄芪低剂量的效果不如高、
中剂量（P<0.05）
。结论：黄芪能够明显减轻油酸所致急性肺损伤的炎症反应，其药理作用机制与上调肺内 KGF 的表达，从而刺
激肺泡 II 上皮细胞（II Alveolar Epithelial Type Cells，AECII）增生有关。
【关键词】 黄芪；急性肺损伤；油酸；角质细胞生长因子；肺泡 II 上皮细胞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Huangqi on acute lung injury (ALI) rat induced by OA. Methods:
60 SPF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LA group, MA group, SA group and dexamethasone
group. A rat model of ALI was established by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oleic acid with a dose of 0.1ml•kg-1. Light microscope was used to
examine histological changes and lung index was calculated by weighting method. KGF levels in serum were determined using commercial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kits. The expression of KGF genes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Results: LA group and MA group
improved the production of KGF in whole blood (P<0.01), reduced the lung index (P<0.01) and intensified KGFm RNA expression (P<0.05)
as compare with the ALI group.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ALI were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AM intervention groups. SM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effect of LA group and MA group (P<0.05). Conclusion: Huangqi could alleviate oleic acid 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rats，and
its pharmacological action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raise the lungs KGF expression，so as to stimulate II alveolar epithelial type cells
(AECII) proliferation.
【Keywords】 Huangqi; ALI; Oleic acid; Keratinocyte growth factor; II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04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是指由心源性以外

活血中药黄芪对油酸（OA）ALI 模型大鼠进行治疗，拟通过

的各种肺内外致病因素导致的急性、进行性、缺氧性呼吸衰竭；

观察大鼠肺 KGF 表达的变化，来探讨黄芪防治 ALI 可能的作

临床上以呼吸窘迫、顽固性低氧血症和非心源性肺水肿为特

用机制。

征；病理特征为由肺微血管通透性增高而导致的肺泡渗出液中
富含蛋白质的肺水肿及透明膜形成，可伴有肺间质纤维化。目
前对 ALI 的治疗主要限于器官及全身功能支持治疗，特别是呼
吸支持治疗，对于 ALI 发病的根本原因即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1

材

料

1.1 动物
SPF 级 Wistar 大鼠 60 只，体质量（200±20）g，10～11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和基本病

周，购自甘肃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SCXK（甘）2004～0006]，

理 生 理 改 变 均 缺 乏 特 异 而 有 效 的 治 疗 手 段 [1] 。 因 此 阐 明

于甘肃中医学院动物中心实验条件下饲养 3d，饲料、饮用水及

ALI/ARDS 的 发 病 机 制 ， 提 高 治 疗 水 平 ， 仍 是 目 前 研 究

空气等均经消毒处理，室内温度 20℃～26℃，相对湿度 54%，

ALI/ARDS 的主要任务。近来有研究发现 KGF 对一系列肺损

换气次数 16 次/h，氨含量≤13mg•m 3，噪音≤40Db，工作照

伤都有保护作用，保护效果主要体现在组织学上变化减少或消

度 18Lux，昼夜明暗交替时间 10/14h。

失，减少纤维化和胶原沉淀，降低血管渗透性，减少肺水肿提

1.2 药品及试剂

；而已有研究表明黄芪对急性肺损伤具有治疗作

黄芪生药材由甘肃中医学院中药鉴定室采购及鉴定，按

，但其治疗 ALI 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采用益气

传统煎药法获取汤剂，以恒温水浴锅浓缩成含生药 1g/ml 的

[2，3]

高生存率
[4-6]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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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药液；Rat KGF EKISA Kit（CK-E91327R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

PCR 扩增参数：95℃预变性 10s，扩增条件为 95℃5s、60℃34s，

有限公司）；Tirzol 总 RNA 提取液及试剂盒（美国 Promega

共 40 个循环。以 β-actin 为内参对照。美国 BIO-RAD 公司

公司原装进口分装）；RT-PCR 引物（北京金唯智生物科技有

CFX96TM Real-Time PCR 仪实时检测肺组织荧光量的变化，

限公司设计、合成）KGFmRNA 上游引物序列 5'-AGC TGT

获取 CT 值，每个模板的 CT 值与该模板的起始拷贝数的对数

TCT CCT TCA CCA AG-3'，下游引物序列 5'-GCC GTC AAA

存在线性关系，起始拷贝数越多，CT 值越小。△CT 值则表示

GCC ATT AAC AG-3'，β-actin mRNA 上游引物序列 5'-CCC

肺组织 KGF 的 CT 值与其内参照物肌动蛋白 β-actin 的 CT 值之

ATC TAT GAG GGT TAC GC-3'，5'-CAC CCG CGA GTA CAA

比，△CT 值越大，表示 KGF 的蛋白表达水平越低，反之，△

CCT TC-3'。

CT 值越小，表示 KGF 的蛋白表达水平越高。

1.3 仪器

2.4.5 统计分析：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DNM-9602A 型酶标分析仪（北京普朗新科技有限公司）
；
洁净工作台（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PCR 仪 S1000TM
Thermal Cycler（美国 BIO-RAD）
；CFX96TM Real-Time PCR
Detection Systems（美国 BIO-RAD）
。
2

方

析，实验数据以均值±标准差（ x ± s ）表示，检验标准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黄芪对 ALI 大鼠肺组织的病理学影响

法

实验结果显示，NS 组大鼠肺组织未见明显形态学异常，
[7]

2.1 动物分组与 ALI 模型建立

先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两组：即正常对照组（NS 组，10 只）
；
造模组（50 只）
；将造模组造模后再随机分为 5 组即：模型组

肺泡结构清晰，未见炎性细胞及水肿液（见图 1A）
；ALI 组大
鼠肺泡和肺间质水肿、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肺泡壁增厚、肺泡
腔缩小变形、肺泡塌陷等急性炎症损害表现，并伴有出血、水

（ALI 组）；黄芪高剂量组（LA 组）；黄芪中剂量组（MA 组）；

肿（见图 1B）
；DEX 组大鼠肺泡腔消失、肺充血水肿减轻、支

黄芪低剂量组（SA 组）
；地塞米松组（DEX 组）
，每组 10 只，

气管上皮细胞变性和炎细胞等现象明显减轻或者消失，说明地

雌雄各半。各组大鼠称重后，给予 3%戊巴比妥钠 40mg•kg-1

塞米松对油酸诱导的肺损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见图 1C）
；AM

腹腔麻醉，仰卧位固定于鼠台上，分离一侧股静脉、股动脉。

低剂量大鼠肺泡腔内出血程度、水肿及肺泡腔内炎症细胞数量

除正常对照组，余组采用油酸按 0.1ml•kg-1 股静脉注射造成油

低于 ALI 组（见图 1D）
；AM 中剂量对减轻大鼠肺组织损伤程

酸损伤的 ALI 模型，正常对照组用等容量生理盐水替代油酸处

度较低剂量明显（见图 1E）
；AM 高剂量对减轻大鼠肺损伤程

理。

度较中剂量组更为明显（见图 1F）
。

2.2 动物给药
首次给药在造模后 0.5h，1 次/d，连续 3d。LA 组给予
5.4g•kg-1，MA 组给予 2.7g•kg-1，SM 组给予 1.4g•kg-1，NS

A

B

C

D

E

F

组与 ALI 组给予生理盐水 1ml•100g-1，DEX 组给予地塞米
松 0.01g•kg-1。
2.3 标本采集
各组大鼠第 4 天称重后，腹主动脉取血处死。取血 0.5h
内，3000r/min 4℃离心 20min，吸取上层血清，－20℃保存，

注：A.NS 组；B.ALI 组；C.DEX 组；D.AM 低剂量组；E.AM 中剂量组；
F.AM 高剂量组。

待作 ELISA；于距气管叉 0.3cm 处离断气管，称取肺湿重，待
测肺系数；取右中叶肺组织经 4%多聚甲醛固定 96h，石蜡包埋
切片，HE 染色；取左肺置于生理盐水中漂洗干净于 1.5mlEP

图 1 黄芪对 ALI 大鼠肺组织的病理学影响

3.2 黄芪对 ALI 大鼠肺系数 LI 的影响
LI 反应肺水肿程度。与 NS 组相比，ALI 组肺系数明显升

管中，放入－80℃保冰箱内保存，待作 RT-PCR 检测。

高（P<0.01）
；DEX 组与 AM 高、中剂量组肺系数虽均高于 NS

2.4 检测指标

组，但与 ALI 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0.01）
；AM 低剂量组与

2.4.1 肺组织病理学检测：将石蜡包埋的肺组织标本切成 5μm

ALI 组相比有差异（P<0.05）
，但不如高、中剂量显著（P<0.05）
，

行 HE 染色，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肺泡水肿、肺泡萎陷、间质

见表 1。

水肿、肺充血、出血、炎症细胞浸润、透明膜形成组织形态学

表 1 各组 ALI 大鼠肺系数（LI）的变化（ x ± s ）

变化。

组别

剂量/g•kg-1

肺系数

NS 组

-

5.47±0.35

ALI 组

-

11.73±1.49*

DEX 组

0.01

6.98±0.68#

2.4.3 ELISA 检测血清中 KGF 的含量：腹主动脉取血后，0.5h

AM 高剂量组

5.4

7.07±0.67#

内离心（3000r/min，4℃，20min），吸取上层血清，－20℃保

AM 中剂量组

2.7

6.88±0.39#

存。检测步骤严格按照 ELISA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AM 低剂量组

1.4

2.4.2 肺系数测定：LI 为显示肺水肿程度的指标。取全肺称重
后，按如下公式计算肺系数：肺系数＝肺重（mg）/体重（g）
×10。

8.14±1.85

＄★

2.4.4 KGF 在肺组织 mRNA 表达的测定：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

注：*与 NS 组相比，P<0.01；#与 ALI 组相比，P<0.01； 与 ALI 组相比，

测 KGFmRNA 的表达。采用 SYBR Green I 荧光染料嵌合法。

P<0.05； 与高、中剂量相比，P<0.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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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鼠肺组织 KGF 蛋白表达（△CT 值， x ± s ）

图 2 各组大鼠肺系数的变化（ x ± s ）

3.3 黄芪对 ALI 大鼠 KGF 含量的影响
与 NS 组相比，
ALI 组肺血清 KGF 含量明显降低
（P<0.05）
；

4

讨

论

DEX 组与 AM 高、中剂量组血清 KGF 含量虽均低于 NS 组，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和急性呼吸窘迫综

但与 ALI 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0.05）
；AM 低剂量组与 ALI

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起病急，

组相比有差异（P<0.05）
，但不如高、中剂量显著（P<0.05）
，

病情凶险，病死率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ALI 是临床常见危重

见表 2。

症。ALI/ARDS 的本质来源于过度炎症所致的肺内皮细胞和肺
上皮细胞的广泛性损伤，ALI 是 ARDS 的早期阶段[8

，9]

表 2 血清 KGF 含量（pg/ml， x ± s ）
组别

剂量/g•kg-1

血清 KGF

NS 组

-

24.34±4.33

ALI 组

-

13.23±3.75*

DEX 组

0.01

22.06±4.58#

AM 高剂量组

5.4

22.25±5.34#

AM 中剂量组

2.7

21.88±5.39#

AM 低剂量组

1.4

。本研

究病理形态学观察发现，急性肺损伤组大鼠肺泡和肺间质水

17.14±4.75

肿、肺泡腔缩小变形、肺泡壁明显增厚、肺泡壁破裂、肺泡塌

＄★

注：*与 NS 组相比，P<0.05；#与 ALI 组相比，P<0.05； 与 ALI 组相比，
＄

陷、大量白细胞浸润等急性炎症损害表现；检测指标显示，ALI
组大鼠血清中 KGF 含量及肺组织中 KGFmRNA 显著低于能降
低 NS 组，提示 KGF 在 ALI 中发生了重要作用。而肺系数的
增加说明肺泡水肿、肺组织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神农本草经》记载黄芪可应用于肺气虚证；
《本草汇言》
记载黄芪“补肺健脾，实卫敛汗，驱风运毒之药也”；《医学
衷中参西录》认为黄芪：
“能补气，兼能升气，善治胸中大气

★

P<0.05； 与高、中剂，量相比，P<0.05。

下陷”。现代研究发现黄芪主要含有苷类﹑多糖﹑黄酮﹑氨基
酸﹑微量元素等。能促进机体代谢；较广泛的抗菌作用；增
强和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等作用[10]。目前有研究表明黄芪有
抗疲劳、抗病毒、抗肿瘤及抗氧化减少体内自由基产生等效
用[11]。
KGF 为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家族成员，故又称 FGF-7。1989 年 Rubin 等从人类胚胎

图 3 大鼠血清 KGF 含量（pg/ml， x ± s ）

肺成纤维细胞培养上清中发现，大量研究表明 KGF 对多种因

3.4 黄芪对 ALI 大鼠肺组织 KGFmRNA 表达的影响
实时荧光 PCR 结果表明，与 ALI 组相比，其他组肺组织
KGF 的△CT 值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

素引起的 ALI 有保护作用。KGF 刺激肺泡肺泡 II 型上皮细胞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 typeII，AEC-II）合成、储存并分泌，
＋

＋

同时增强了 Na ，K-ATPase 活性，促进 Na 的运输，提高液体

模型组 KGF 在肺组织的表达下降；而 DEX 组与 AM 高、中剂
量组肺组织 KGF 的△CT 值水平和 NS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清除率，对正常肺和受损伤肺均有作用

意义（P>0.05）
，提示黄芪治疗 ALI 时，可促进 KGF 蛋白表达
水平的上调；AM 低剂量组与高、中剂量组相比，肺组织 KGF

AEC-II 合成、储存并分泌，AEC-II 在维持 PS 的动态平衡和肺

的△CT 值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 AM
低剂量的治疗效果不如高、中剂量。

[12]

。肺表面张力和维持

气-液平衡的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由
的免疫功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ALI 使肺泡 II 型上皮细胞
（AECII）受损，表面活性蛋白（Surfactant Protein A，SP-A）
分泌随之减少，
导致 PS 功能丧失，
阻碍肺功能，
KGF 促进 AECII

表 3 各组大鼠 KGF 表达比较（△CT 值， x ± s ）

增殖和分化，增加肺表面活性物质合成与分泌，对肺损伤的修

组别

剂量/g•kg-1

KGF△CT 值

NS 组

-

3.19±0.24#

本实验结果发现黄芪能够明显减轻油酸所致 ALI 的炎性反

ALI 组

-

13.09±0.17

应和损伤程度，降低肺系数，提高 KGF 的血清含量，上调肺组

DEX 组

0.01

5.61±0.32#

织 KGFmRNA 表达，提示黄芪对 ALI 保护作用的机制之一是通

AM 高剂量组

5.4

4.87±0.33#

过上调 KGF 的表达实现的。KGF 对 ALI 的保护作用是从细胞到

AM 中剂量组

2.7

5.45±0.25#

器官，还是从静脉内到气管内，或者是多水平影响肺内多种细

1.4

7.56±0.35#

胞实现的，需要进一步探讨，而黄芪对 KGF 的作用机制是通过

AM 低剂量组

★

★

★

＄

注：#与 ALI 组相比，P<0.05； 与 NS 组比较，P>0.05； 与高、中剂量组
★

相比，P<0.05。

＄

复具有重要作用。

何种调节途径表达的尚不清楚，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下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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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脑梗死后迟发型癫痫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tardive epilepsy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刘仁静 姜中华 陈家权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烟台市中医医院，山东 烟台，264000）
中图分类号：R7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14-04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中药可减少丙戊酸钠的用量，减轻其毒副作用，延缓脑梗死后癫痫的病情进展，并可提高脑梗死的治疗效
果。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设计方法，选择 60 例癫痫患者，中医辨证证型均为风痰闭窍，癖阻脑络者，分为西药对
照组、西药＋中药组，分别服用，疗程 104 周。观察：①中医证侯疗效；②对患者发作次数的影响；③对患者脑电图的影响；
④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⑤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⑥安全性观察。结果：①患者发作次数减少，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
别为 85.9%和 63.1%，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中医证候疗效，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82.8%（24/29）和 71.4%
（20/28），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脑电图改变明显好转两组脑电图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 82.7%（24/29），对照组
总有效率 57.1%（16/2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87，P<0.05）
。④生活质量：治疗组改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P<0.05）
。⑤认
知功能评价：中药治疗组改善认知障碍优于西药对照组（P<0.05）
。⑥安全性观察：治疗组和对照组无明显不良反应。结论：中药
可以提高脑梗死后癫痫的治疗效果，具有明显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
【关键词】 脑梗死后癫痫；中药；随机双盲设计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tardive epilepsy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Random double-blind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60 patients of epileps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and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The treatment lasted for 104 weeks. The efficacy, effects on attacking times, EEG, life
qual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afety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①The attacking time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and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were 85.9% and 63.1%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②TCM
syndromes efficacy: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and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were 82.8% and 71.4%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③EEG: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and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were 82.7% and 57.1%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④Life quality: That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P<0.05). ⑤Cognitive fun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disorder in the
integrated medicine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P<0.05). ⑥Safety: No obvious side effects were detected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effective and safe in treating epilepsy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Keywords】 Epilepsy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TCM; Random double-blind experi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05
癫痫是神经系统疾病中仅次于脑卒中的第二大常见病。脑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1995）[4]。

血管病是继发性癫痫最常见的病因（11%）
，在年龄>60 岁的病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人中，有 30%新诊断的癫痫发作是由卒中引起的，尤以额颞叶

1.3.1 纳入标准

多见[1]。患者长期使用抗癫痫药物疗效减退，机体适应性反应

①符合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分型标准[5]；②符合脑梗死后

和产生耐药性的后果。耐受性产生以后，药物的副作用减轻了，

迟发型癫痫诊断标准[6]；③年龄 40～80 岁；④家属均签署书面

同时抗癫痫药物（AEDs）的疗效也丢失了。同时随着抗癫痫

知情同意书。

药物（AEDs）的应用，AEDs 本身致癫痫发作增加正逐渐得到

1.3.2 排除标准

广泛关注[2]。脑梗死后癫痫的治疗成为棘手难题。本研究旨在

①非癫痫样发作；②进行性、恶性或变形性疾病；③妊娠

通过丙戊酸钠联合中药，观察中药对脑梗死后迟发型癫痫的临

及哺乳期妇女；④肾结石患者；⑤不能按时用药及不能填写观

床疗效，以期提高脑梗死后癫痫的治疗效果，同时适当减少丙

察日记的患者。

戊酸钠用量，减少其毒副作用。

1.4 一般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符合 2001 年国际抗癫痈联盟的癫痈临床诊断标准[3]。
1.2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

入选患者均为 2005～2010 年我院门诊和病房脑出血后迟
发型癫痫患者，随即分组方法：将观察数 60 及分组数 2 输入
PEMS3.1 统计软件包，输出随机种子数及分组结果，制备随机
卡，装入不透光的信封并在信封上编上序号，临床实施时将符
合纳入标准的病例按进入临床试验的先后顺序对应随机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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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序号，拆封取卡，按信封内的随机卡对应的分组分为两组

白术、天麻、橘红、茯苓、菖蒲、全蝎、僵蚕等组成，上药由

各 30 例，研究结束予以解盲，其中第 1 组为西药对照组、第 2

烟台市中医院制备水丸，装袋，9g/袋。置 4℃冰箱保存备用。

组为西药＋中药组，脱落 3 例，西药组 2 例，西药＋中药组 1

毎服 2 袋，2 次/d 两组均治疗 104 周，每间隔 52 周观察一次疗

例，符合方案并完成随访的 57 例，西药对照组 28 例、西药＋

效。根据双盲要求，两组用药在外观，规格，颜色上保持一致，

中药组 29 例，两组基线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在实验前，中，后其进行 3 次盲法测试，实验前由 3～4 名医

1.5 治疗方法

师进行安慰剂与实验药比较测试，实验中后期由 3～4 名受试

根据双盲试验要求，分为西药对照组和西药＋中药组，分

者进行测试。由不参与本临床试验的人员进行编码，贴标签，

别服用丙戊酸钠负荷剂量，1/2 丙戊酸钠负荷剂量＋中药 18g，

于数据分析结束后揭盲。如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按规

2 次/d。中药丸由血府逐瘀汤合半夏白术天麻汤划裁而来，由

定报告和揭盲。对于疗效评价和统计分析亦采用盲法进行。

柴胡、当归、生地、桃仁、红花、赤芍、枳壳、牛膝、半夏、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西药＋中药组（30 例）

x2/t

西药对照组（30 例）

P

性别（男/女）

16/14

15/15

0.07

0.65

年龄（岁）

64.85±11.2b

66.22±12.33

1.31

0.24

体重（kg）

62.03±12.36

58.71±10.85

1.29

0.17

脑梗死病程（年）

5.21±3.2

5.12±3.02

0.09

0.93

癫痫发作病程（年）

5.32±3

6.35±4.28

0.90

0.37

收缩压（mmHg）

135.65±44.51

131.72±50.30

0.09

0.88

舒张压（mmHg）

76.89±11.58

71.16±10.51

0.46

0.51

合并冠心病（例）

19

21

1.3

0.24

合并高血压（例）

25

26

0.20

0.58

合并糖尿病（例）

18

17

0.57

0.39

脑血管病家族史（例）

16

20

1.25

0.23

TG（mmol/L）

2.9±0.8

3.0±0.7

0.58

0.50

HDVD（mmol/L）

1.34±0.78

1.31±0.69

0.27

0.71

LDVD（mmol/L）

5.260±1.32

5.79±1.96

1.32

0.39

1.6 观察指标及方法

重度认知障碍<60 分。

1.6.1 疗效指标

1.6.2 安全性指标

①中医证候疗效：参照 1993 年 10 月卫生部发布了《中药

不良反应事件及异常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三大常规、肝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一辑•中药新药治疗痫证的临床研

肾功能等。

究指导原则》
。具体分为：临床痊愈：发作完全控制 2 年，脑

1.6.3 患者随访情况

电图恢复正常；显效：发作频率减少 75%以上，或与治疗前发
作间隔时间比较，延长半年以上未发作，脑电图改变明显好转；

服药期间的一般情况、临床症状、伴随的其他治疗。
1.7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各组间比较

有效：发作频率减少 50%～75%，或发作症状明显减轻，持续
时间缩短 1/2 以上，脑电图改变有好转；无效：发作频率、程

采用 t 检验，非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

度、发作症状、脑电图均无好转或恶化。此标准将发作频率、

料采用构成比及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等级资料采

持续时间与脑电图的改变相结合，综合评价其疗效。②发作次

用秩和检验；所有统计分析均在 SPSS17.0 软件包中完成。

数。③脑电图表现：头皮脑电诊断分级标准参考刘晓燕于《临

P<0.05 有统计学意义，P<0.01 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5

[7]

床脑电图学》中提出的诊断分级方案 。④生活质量。⑤认知
功能：参照龚耀先修订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进行认知功能测
试。癫痫智能障碍的发生率国内外报道[8-10]分别为 27%～60%
和 21%～67%，这些都是心理测试的结果，主要用韦氏智力量
表（WAIS）
。FIQ 为每例受试者智商的代表。总量表分>81 分
为正常，轻度认知障碍 71～80 分，中度认知障碍 61～70 分，

无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表 1）
治疗组总有效率 82.8%，对照组总有效率 71.4%，两组中
医证候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3.32，P<0.05）
。

表 1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组别

n

完全控制（n）

有效（n）

无效（n）

有效率（%）

西药对照组

28

12

8

8

71.4

西药＋中药组

29

17

7

5

82.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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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 治疗后半年患者发作次数（见表 2）

治疗前 60 例脑电图中 52 例有自发或诱发的棘慢波综合或
阵发性高波幅慢波，6 例脑电活动变慢或双侧波幅不对称、节

表 2 两组发作次数

律不同步，2 例脑电图正常，治疗组对照组各 1 例。治疗后 57

组别

n

发作次数

西药对照组

28

11.9±4.7

以阵发性慢波或散在慢波。25 例痫性放电完全消失，恢复正常

西药＋中药组

29

8.8±3.5

脑电活动[11]。西药+中药组脑电图好转 24 例，西药对照组好转

例复查了脑电图，其中 18 例阵发性棘慢波减少或消失，代之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16 例，西药+中药组总有效率 82.7%，西药对照组总有效率
57.1%，两组脑电图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87，P<0.05）
。

2.3 治疗 1 年后患者脑电图改变（表 3）
表 3 两组脑电图改变及比较（ x ± s ）
组别

n

正常

改善

无变化

加重

西药对照组

28

9

7

8

4

西药＋中药组

29

14

10

4

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两组明尼苏打生活质量比较（表 4）

计学意义（P<0.01），西药＋中药组和西药对照组比较，差异

西药＋中药组和西药对照组治疗前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

有统计学意义（P<0.05）
。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
表 4 两组明尼苏打生活质量比较（ x ± s ）
组别
西药＋中药组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西药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生活质量（分）

n

37.41±15.75

30

2824.91±11.48
40.56±17.38

30

2929.46±14.59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西药组治疗后比较，P<0.05。

2.5 两组认知功能比较（表 5）

计学意义（P<0.01）
，西药＋中药组和西药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西药＋中药组和西药对照组治疗前认知功能评分比较，差

统计学意义（P<0.01）
。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
表 5 两组认知功能比较（ x ± s ）
组别
西药+中药组

西药对照组

时间

n

IQ

治疗前

30

77.59±10.67

治疗后

28

84.73±10.74

治疗前

30

79.19±9.49

治疗后

29

69.26±11.49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西药组治疗后比较，P<0.01。

2.6 安全性比较
三组患者均未见血、尿、便常规、肝肾功能异常。
3

讨

论

盐浓度增高，而谷氨酸盐是与继发性神经损伤有关的兴奋性
神经递质[14]。GABA 是中枢内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
及其受体普遍存在于脑内，如海马、杏仁核、大脑皮质等均
有较多存在，发挥了重要的生理作用，其在癫痫等疾病的发

大宗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癫痫是神经系统疾病中仅次
于脑卒中的第二大常见病。脑血管病是继发性癫痫最常见的
病因（11%），在年龄>60 岁的病人中，有 30%新诊断的癫痫
发作是由卒中引起的，尤以额颞叶多见[12]。KilPatrik 对脑血
管病后发生癫痛的病人分为早期型和迟发型两种类型[13]。癫
痫的发病与兴奋性和抑制性递质的平衡失调有关。其中谷氨
酸和 γ-氨基丁酸在维持体内兴奋和抑制平衡及癫痫的发病机
制中起重要作用，脑梗死早期出现的癫痫发作是细胞生化功
能障碍导致异常电活动的结果，急性出血会使细胞外谷氨酸

生中有着重要的病理意义。
GABA 神经递质产生和释放的异常是引起癫痫的重要原
因[15-16]。后期出现的癫痫发作是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和脑膜疤痕
的发生发展。细胞膜性质的改变，选择性的神经功能缺失和侧
支的形成可引起兴奋性过度及神经元同步放电而致使癫痫发
作。中医痫病系指脏腑受伤，神机受累，元神失控所致，以突
然意识丧失，发则仆倒，不省人事，两目上视，口吐涎沫，四
肢抽搐，或口中怪叫，移时苏醒，一如常人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一种发作性疾病。在《素问•举痛论》中就有“恐则气下”、
“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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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气乱”的论述，由于突受大惊大恐，致使气机逆乱，进而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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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中药汤剂所致的不良反应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he adverse effects from oral administration
TCM decoction
王爱梅
（山东省广饶县人民医院，山东 广饶，257300）
中图分类号：R2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18-02
【摘 要】 目的：对口服中药汤剂所致的不良反应进行分析。方法：对我院所出现的 19 例由于口服中药汤剂所导致的不良
反应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其出现的不良反应主要为过敏反应，其中包括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等的不良反
应。其不良反应治疗均在停药之后，对症治疗即可。结论：口服中药汤剂可导致不良反应，只有坚持辨证治疗，熟悉药物疗效，
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才能有效的减少不良反应的出现。
【关键词】 口服中药汤剂；不良反应；辨证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CM decoction for oral use. Methods: 19 patients with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TCM decoction for oral use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main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llergic reactions, including the nervous
system, digestive system, blood system and other adverse reactions. The adverse reactions appeared after drug withdrawal, thus
symptomatic treatment should be given. Conclusion: TCM decoction for oral use can cause adverse reactions. Only by adhering to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familiar with the drug efficacy and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various factor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s.
【Keywords】 TCM decoction for oral use; Adverse reactions;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06
中药是我国医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中药汤剂则是最主要的

良反应的临床表现主要为瘙痒、恶心、腹泻、呕吐、神志不清、

药物剂型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中药药效温和，在服用的时候不会

视野模糊等。其中严重不良反应为 6 例，百分比为 31.6%；其

出现不良反应，甚至有人认为中药服用有病即可治病，无病也具

余 13 例均为一般不良反应，百分比为 68.4%。

有强身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关于中药导致不良反应的报道越

1.3 涉及药物

来越多，特别是口服中药汤剂，这样也逐渐引起了人们对口服中
[1]

以上患者口服中药汤剂引起不良反应所涉及的药物有：动

药不良反应的关注 。下面本文就对我院所出现的 19 例由于口服

物类 6 种，导致不良反应患者 7 例；植物类 18 种，导致不良

中药汤剂所导致的不良反应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反应患者 12 例，其中汤剂中不但含有植物药，也含有动物药。

1

其中所涉及到的有毒药物有：川乌、蜈蚣、关木通、山豆根、

资料和方法

贯众、细辛，导致不良反应患者为 9 例。

1.1 一般资料

1.4 治疗方法

对我院所出现的 19 例由于口服中药汤剂所导致的不良反

以上患者不良反应的治疗，在停药之后，立即对症治疗，

应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其中出现不良反应患者中男性 8

即可治愈。其中好转或治愈最快的为 30min，最慢的为 15d，

例，女性 11 例；最大年龄 69 岁，最小年龄 21 岁，平均年龄

平均治愈或好转时间为 2.6d。

42.6 岁；2 例误服所致、2 例自行服用所致、15 例是由中药配
伍不当或者用量不当所引起。
1.2 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

2

结

果

其出现的不良反应主要为过敏反应，其中包括神经系统、

以上患者在服用过后，其不良反应最快即可出现，最慢是
在服用 29d 之后，不良反应平均出现时间为服药过后 2.6d。不

消化系统、血液系统等的不良反应。患者不良反应的具体情况
如表 1 所示。

表 1 患者不良反应的具体 [n（%）]
总例数

过敏反应

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

血液系统

其他

19

11（57.9）

2（10.5）

3（15.8）

2（10.5）

1（5.3）

2.1 过敏反应
其中全身过敏，并伴有血压降低的重症患者有 2 例，在其

周之后痊愈。其中引起过敏的药物主要有：鳖甲 1 例，蜈蚣 1
例，蝉蜕 1 例，蜈蚣、乌梢蛇以及水蛭合用 1 例，蜈蚣、蝎子、

服用抗过敏药物治疗后痊愈；皮肤黏膜类不良反应 9 例，例如
药疹，其中有一位患者的药疹比较严重。这位患者 32 岁、女，

金钱白花蛇合用 1 例，南蛇藤、续断合用 1 例，没药、关木通、
北败酱、牛蒡子以及葶苈各 1 例。

在服用含有没药的复方药剂之后出现药疹，其症状为颈、肩以
及头皮瘙痒，并且症状一直在不断的加重，最终形成了米粒大

2.2 神经系统

小的红色斑丘疹，范围较大，伴有头晕发烧，在其对症治疗两

典”药方 30min 之后。该药方为：白术 15g，黄芪 15g，沙参

出现神经系统不良反应的 2 例患者均是在服用过预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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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g，藿香 12g，苍术 12g，贯众 12g，金银花 20g，防风 10g。
患者的症状主要为头晕、口干，并伴有视线模糊以及神志不清
等，经过对症治疗后好转。经分析其不良反应出现的主要原因
是贯众[2]。
2.3 消化系统
临床症状主要为腹泻、呕吐以及恶心等。其中有 1 例患者
在治疗血小板低下症的时候，服用煎剂，其药配方为：茜草、
阿胶、元参、生地黄、当归、大枣、丹参、仙鹤草以及黄芪等，
在服用 1 剂之后就开始出现腹泻症状，后在每次服药之后都会
出现腹泻症状，2d 之后大便不成形，腹泻 7～8 次/d，并伴有
腹部下坠感。后停药对症治疗之后，逐渐好转。即为服用中药
汤剂所引起的腹泻，另外 2 例不良反应的引起药物，经分析为
车前子和虎杖。
2.4 血液系统
出现血液系统不良反应的 2 例患者均是在服用过南蛇藤和
续断煎剂之后发现的，其临床症状为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其
中 1 例的血常规白细胞总数为 0.5×109/L，患者均在停药之后，
对症治疗后痊愈。经分析，引起血液系统不良反应的药物为南
蛇藤和续断[3]。
3

讨

论

综上所述，口服中药汤剂所引起的不良反应主要可以分为
三种，一种也就是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也就是多种皮肤病变；
第二种多为药物的毒性所引起的反应，主要表现为、腹泻、头
晕、头痛、呕血等，严重可出现休克或死亡；第三种即为药物
的副作用引起的反应，主要表现为口干、头晕、乏力以及胃肠
道不适等。其中引起以上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3.1 药物本身毒性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不良反应出现的原因。中药汤剂中所使
用的都为动物或者植物类，其性质均是由天然形成，有些会伴
有一定的毒性，例如生草乌、天南星、朱砂、马钱子等，这些
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均会引起不良反应的出现[4]。另外有些药物
因其产地或者质量不同也会导致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从而
引起不良反应。例如贵州产的朱砂色彩红艳，而广西产的则为
黑色，没有光泽，黑色的朱砂就不能入药；还有一些寄生在有
毒植物上的寄生，即使寄生本身没有毒，过一段时间也会含有
一定的毒性[5]。
3.2 服用药量不当或者炮制方法不对
中药服用药量不当或者炮制方法不当，都会引起不良反应
的出现。其中有些作用比较强烈的药物，必须小剂量服用，例
如巴豆、乌头以及细辛等，这些药物 1 次服用不宜过多，更不
能长期服用，不然也就会引起不良反应的出现。曾有报道称一
患者在 1 次服用了过多的锁阳，从而造成尿痛、呕吐等肾损害。
有关药典中对于有些药物的治疗剂量和致死量非常的接近，所
以对于药物的用量控制一定要谨慎、细心。另外中药炮制是为
了减轻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提高疗效，减少不良反应，但是
如果炮制不当，则就会引起不良反应的出现。例如醋制甘遂的
时候，如果通风不畅就会引起接触性皮炎的出现。
3.3 辨证治疗不当以及药物配伍不当
辨证治疗是中医中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也是其治疗疾病的
基本原则。热者寒之、寒者热之、实者泻之以及虚者补之，这
些都是通过药物以达到人体阴阳平衡，但是如果辨证治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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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也会引起不良反应的出现，甚至会导致死亡。曾有报道称
有一位阴虚阳亢患者，在服用大辛大热之附子，并且和干姜配
伍服用之后，就导致机体阴阳失调，引起了不良反应的出现。
药物配伍恰当会提高疗效，反之如果配伍不当，则会导致不良
反应的出现。例如山豆根和大黄配伍使用，则就会引起毒性反
应；含碘的昆布海藻如果和含硫化汞的朱砂配伍共煮，则就会
引起药源性肠炎。所以一定要认真了解各中药的禁忌，以便药
物配伍恰当，减少不良反应的出现[6]。
3.4 没有注意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一些特殊体质
每个人的体质强弱以及年龄大小都不相同，所以对药物的
吸收能力和反应能力也不同，如果不注重个体之间所具有的差
异性，只是采用相同方法，那么也就非常容易导致不良反应的
出现。还有一些患者是特殊体质，例如过敏性体质等，对于这
些患者在使用药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过敏性体质患
者一旦服用含有过敏性物质的中药，就会导致过敏反应的出
现，比如说一旦服用金钱草，就会导致过敏性皮疹的出现。
3.5 误服误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服用一
些中药养生，但是由于其对中药不够了解，从而导致误服误用，
引起毒性反应。例如有人曾把有毒的商陆当成是人参服用，导
致毒性反应的出现。中药的种类比较多，来源也比较复杂，不
太容易辩分，有些患者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只是根据以往的经
验自行服用，从而导致误服误用，引起不良反应的出现[7]。例
如有患者曾把香加皮当成是五加皮使用，从而导致洋地黄的中
毒事件发生。
3.6 其他
关于中药汤剂不良反应的出现，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例
如中药的煎煮不当，含有毒性的乌头则适宜长时间煎煮，这样
可以减轻其毒性；但是有些药物如果煎煮时间过长则会加重毒
性，例如山豆根。还有就是药物的品质不好或者保管不善引起
药物性质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不良反应出现。
中药汤剂是最主要的中医治疗方式，其不良反应的有效控
制，可以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①保证药物质量。指导药物种
植者正确规范种植、采收以及加工药物，减少污染，最大化的
保证药物质量；②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水平，提高其药物使用
正确性；③对中药的相关知识进行宣传，以减少误服误用情况
的出现，从而最大化的发挥中药汤剂的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梁志齐,毛璐.中药汤剂不良反应分析及其评价[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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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牛凯云,王晋予.汤剂致过敏反应 1 例[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9(6): 1164-1167
[3]钱冬女,李卫红.中药汤剂的不良反应[J].中国药物与临床,2009,9(10):1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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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小儿手足口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nfantile HFMD with
Tanreqing injection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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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小儿手足口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2 例手足口病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62 例，
对照组 60 例。治疗组给予痰热清注射液 0.3～0.5ml/kg 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 100～200ml，静脉滴注，1 次/d；对照组给予注射用
单磷酸阿糖腺苷。观察并记录两组退热时间、退疹时间、食欲改善时间及疾病疗效评价。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退
热和退疹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食欲改善时间治疗组短于对照组，但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小儿手足口病临床疗效确切，安全有效。
【关键词】 痰热清注射液；手足口病；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anreqing injection on treating infantile HFMD. Methods: 122 children with
HFM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2 children in the treatment group, 60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anreqing injection 0.3～0.5ml/k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Vidarabine Monophosphate. To observe and record
the pyretolysis time ,rash dissipated time, appetite improve time and curative effect evaluation of disease in both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yretolysis time and rash dissipated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appetite improving tim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anreqing injection had definit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children's HFMD, safe and effective.
【Keywords】 Tanreqing injection; Hand-foot-mouth disease (HFMD);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07
手足口病（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是由肠道

天 1 岁以下 3 例，1～3 岁 43 例，3～6 岁 14 例，6 岁以上 0

病毒（以柯萨奇 A 组 16 型（CoxA16）
、肠道病毒 71 型（EV71）

例。治疗组居住市区 43 例，郊区 5 例，农村 14 例，对照组

多见）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尤以 3 岁以

居住市区 35 例，郊区 9 例，农村 16 例。两组居住地、性别、

下年龄组发病率最高。病人和隐性感染者均为传染源，主要通

年龄、观察时间、季节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1 岁以下 5

过消化道、呼吸道和密切接触等途径传播。主要症状表现为手、

例，1～3 岁 87 例，3～6 岁 29 例，6 岁以上 1 例，说明婴幼

足、口腔等部位的斑丘疹、疱疹。少数病例可出现脑膜炎、脑

儿发病率最高。发热 78 例，最低 37.4℃，最高 39.9℃，皮疹

炎、脑脊髓炎、肺水肿、循环障碍等，多由 EV71 感染引起，

发生率 100%，少数患儿并发上感、支气管炎。两组体温、病

致死原因主要为脑干脑炎及神经源性肺水肿。2011 年 9 月～

情、病程经比较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

2012 年 9 月我院感染科应用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手足口病取得

1.2 分析方法

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122 例手足口病患儿分成两组，治疗组给予痰热清注
射液（[企业名称]：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注文号]：
国药准字 Z20030054）0.3～0.5ml/kg，最高剂量不超过 20ml，
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 100～200ml，静脉滴注，1 次/d。对照

病例选择居住黑龙江省内的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于

组给予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企业名称]：河南辅仁怀庆堂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住院并确诊为手足口病的患儿 122

制药有限公司，[批注文号]：国药准字 H20084327）10mg/kg

例，其中男性 64 例，女性 58 例，最小年龄为 3 个月 37 天，

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 100～200ml，静脉滴注，1 次/d。两组

最大年龄为 8 岁，平均年龄 2 岁 6 个月 20 天治疗组男性 30

根据情况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如合并细菌感染者给予抗菌药

例，女性 32 例，最小年龄为 5 个月 26 天最大年龄 8 岁，平

物治疗。观察两组退热时间、退疹时间、食欲改善时间及疾

均年龄 2 岁 7 个月 24 天 1 岁以下 2 例，1～3 岁 44 例，3～6

病疗效。

岁 15 例，6 岁以上 1 例。对照组男性 34 例，女性 26 例，最

1.3 诊断标准

小年龄 3 个月 27 天最大年龄 6 岁，平均年龄 2 岁 5 个月 15

符合《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2 年版）
》[1]手足口病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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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普通型诊断标准，无重症病例。排除疱疹性咽峡炎、丘疹性荨

显效：体温恢复正常，口腔溃疡及手足疱疹消退，一般状态正

麻疹、水痘、不典型麻疹、幼儿急疹、带状疱疹以及风疹等。

常，患儿无其他并发症；有效：体温基本正常，口腔溃疡及手

1.3.1 临床诊断病例

足疱疹明显减少，但未完全消退，一般状态好转，无其他并发

①在流行季节发病，常见于学龄前儿童，婴幼儿多见；

症；无效；治疗 5d 后仍发热，口腔溃疡及手足疱疹减少不明

②发热伴手、足、口、臀部皮疹，部分病例可无发热。极少数

显，出现其他并发症。其他并发症指治疗过程中出现肺炎、脑

重症病例皮疹不典型，临床诊断困难，需结合病原学或血清学

炎、心肌炎的症状及体征。

检查做出诊断。无皮疹病例，临床不宜诊断为手足口病。

1.5 统计学处理

1.3.2 确诊病例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数据使用

临床诊断病例具有下列之一者即可确诊。①肠道病毒
（CoxA16、EV71 等）特异性核酸检测阳性；②分离出肠道病
毒，并鉴定为 CoxA16、EV71 或其他可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
毒。③急性期与恢复期血清 CoxA16、EV716 或其他可引起手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检验水准
α=0.05，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疾病疗效评价比较

足口病的肠道病毒中和抗体有 4 倍以上的升高。

治疗组患儿 62 例，显效 44 例，有效 17 例，无效 1 例；对

1.4 疗效判定
疗效判断疗效评定标准参照《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
[2]

标准》 拟定。用药后以体温下降及皮疹消退时间评估疗效。

照组患儿 60 例，显效 30 例，有效 28 例，无效 2 例，采用 Ridit
分析方法，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疾病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62

44（70.97）

17（27.42）

1（1.61）

对照组

60

30（50.00）

28（46.67）

2（3.33）

2.2 症状疗效评价分析

（P<0.05）。在食欲改善时间上治疗组患儿比对照组时间短，

在症状疗效评价分析中，治疗剂组患儿的退热、退疹时间

但两组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均比对照组时间短，两组数据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症候分析 [n（ x ± s ）]

3

讨

组别

退热时间（d）

退疹时间（d）

治疗组

46（2.93±1.37）

62（4.61±1.05）

62（2.71±1.01）

对照组

44（3.05±1.31）

60（5.22±1.11）

60（2.92±1.01）

P值

0.023

0.002

0.261

论

手足口病是全球性传染病，在我国属丙类传染病。卫生部
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2011 年全国共分别报告手足口病
488955、1155525、1774669 和 1619306 例，死亡病例数分别为

食欲改善时间（d）

抑制作用。对流感病毒、钩端螺旋体及多种致病真菌亦有抑制
作用。此外，还有解热、降压、利尿、镇静、保肝、降低毛细
血管通透性等功能。黄芩甙、黄芩甙元对豚鼠离体气管过敏性
收缩及整体动物过敏性气喘，均有缓解作用。熊胆苦寒，归肝、
胆、心经，具有清热解毒、息风止痉、清肝明目作用；本品主

126、353、905 和 505 例，总体病死率约为 0.05%。手足口病

含熊去氧胆酸，次为鹅去氧胆酸、去氧胆酸、胆酸等。还有一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连续位居我国 39 种甲、乙、丙类法定传

定的解毒、抑菌、抗炎、抗过敏、镇咳、祛痰、平喘、助消化

染病报告数之首，死亡数位居前 5 位。2012 年 1～4 月我国手

的作用。山羊角咸寒，归心、肝经清热、镇惊、散瘀止痛作用；

足口病每月病例报告数超过去年同期 1.5～3.8 倍，累计 427793

山羊角主要成分为角蛋白，其水解液主要为氨基酸成分，一般

例，其中死亡 112 例[3]。手足口病现尚无特效药物治疗情况下，

作为羚羊角替代物来研究，近年来，发现山羊角有解热、镇痛、

早期发现、及时有效对症支持治疗为降低病死率的主要手段。

抗惊厥等作用[5-6]。金银花甘寒，归肺、心、胃经，具有清热解

手足口病属于中医“温病”范畴，湿热疫毒经口鼻而入，

毒、疏散风热作用；本品含己六醇、黄酮类、鞣质等。具有广

发于手足，上熏口咽，外透肌肤，发为疱疹，并见发热、倦怠、

谱抗菌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痢疾杆菌等致病菌有较强的

恶心、便秘等症状；或邪毒内陷，出现高热、抖动、肢体痿软，

抑制作用，对流感病毒及致病霉菌等多种病原微生物亦有抑制

甚者发生喘脱，危及生命[4]。痰热清注射液属国家新药中药二

作用；有明显的抗炎及解热作用。连翘苦微寒，归肺、心、胆

类，由黄芩、熊胆粉、山羊角、金银花、连翘组成。方中黄芩

经，具有清热解毒、消痈散结、疏散风热作用。本品含三萜皂

苦寒，归肺、胃、胆、大肠经，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除

甙、果皮含甾醇、酚性成分、生物碱、皂甙、香豆精类等。有

热等作用；本品含黄芩甙元、黄芩甙、汉黄芩素、汉黄芩甙、

广谱的抗菌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贺氏痢疾杆菌有很强的

黄芩新素等。黄芩煎剂在体外有较广的抗菌谱，对伤寒杆菌、

抑制作用，对其它致病菌、流感病毒、真菌都有一定抑制作用，

痢疾杆菌、绿脓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等均有

有抗炎作用。五味药物相配伍，共奏清热化湿、解毒透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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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痉之效。药理实验证明，痰热清可减轻肺泡炎症渗出，阻止急

1998:172

性肺泡上皮炎症损伤，使肺泡渗出范围显著缩小，降低内毒素

[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法定传染病报告:卫生部发布 2012 年 1～4 月全国

血症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降低一系列损伤性反应，对中枢发

法定传染病疫情[EB/OL].http://www.chi-nacdc.cn/tjsj

热介质 PGE2、cAMP 升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能有效地阻抑

[4]丁珊.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手足口病 52 例[J].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03): 183

免疫细胞的超敏反应。临床研究表明，痰热清注射液具有抗病

[5]姜清华,翟延君.羚羊角与山羊角药理作用比较[J]山西医药杂志,2006,

毒、抑菌、解热及抗惊厥功效，对嗜血流感杆菌、肺炎链球菌、

35(7):582

[7]

金黄色葡萄糖菌及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有抑制作用 。应用清热
解毒之中药痰热清静脉滴注治疗小儿手足口病收到良好效果
[8-9]

。本文证实，治疗组给予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小儿手足口病，

在退热、退疹时间及疾病疗效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食欲改善时间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未发生不良反应，安全性好。由此可见，

[6]孙宝森.动物角类的药用研究概况[J].中医药信息,2004,21(3):25-26
[7]熊旭东,周吉燕,雷康裕,等.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急性肺炎(痰热壅肺证)60 例
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急症,2003,12(2):97-98
[8]雷卫平,吴英梅,林翠芬.痰热清注射液的临床应用[J].国际医药卫生报道,
2005,11(14):110-113
[9]周华,王佩珍,陈漪,等.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手足口病 168 例临床观察[J].浙
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2(6):740-741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小儿手足口病临床疗效确切，在退热、退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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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熏蒸加牵引配合独活寄生汤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CM fumigation and traction combined with the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曹丽萍
（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人民医院，河南 洛阳，471012）
中图分类号：R3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22-02

证型：AGD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熏蒸加牵引配合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中药熏蒸加牵引配合独活寄生汤治疗组 40 例，采用吉林省亮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DXZ-1 型电脑中药熏蒸多功能治疗机进
行熏蒸，熏蒸治疗 30min，熏蒸后即行腰椎牵引，持续牵引 30min，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同时配合口服独活寄生汤，1 剂/d，
10d 为 1 个疗程。单纯中药熏蒸加牵引 30 例，治疗方法和疗程与治疗组相同。结果：两个疗程后进行比较，治疗组治愈率 70% ，
总有效率 100%；对照组治愈率 53.3%，总有效率 83.3%。治疗组治愈率和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中药熏蒸加
牵引配合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与单纯中药熏蒸加牵引相比疗效更好。
【关键词】 熏蒸；牵引；独活寄生汤；腰椎间盘突出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fumigation and traction combined with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Methods: 7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fumigation therapy for 30 minutes,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raction combined with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more. Results: The cure rat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70% and
100%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53.3% and 83.3%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 TCM
fumigation and traction combined with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had better effect on treating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than
simple TCM fumigation therapy.
【Keywords】 Fumigation; Traction;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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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结果比较 [n（%）]

反复发作，患者痛苦大，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和工作，手术有
[1]

病人多不愿轻易接受。
笔者自 2006～
风险，
并发症有近 30 种 ，
2011 年采用独活寄生汤配合中药熏蒸加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 40 例和单纯中药熏蒸加牵引治疗 30 例相对照，取得满意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效率（%）

治疗组

40

28（70.0）

12（30.0）

0（0）

100

对照组

30

16（53.3）

9（30.0）

5（16.7）

83.3

注：两组疗效比较，P<0.05，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效果。
5
1

讨

论

临床资料
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中医学属“腰痛”
、
“腰腿痛”范畴。本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70 例，中药熏蒸加牵引配合独活寄

生汤治疗（治疗组）40 例，单纯中药熏蒸加牵引治疗（对照组）

病的治疗原则是：降低腰椎盘内压力，促使突出物回纳，加强
局部气血循环，修复受损腰间盘及其周围软组织。

30 例，其中男性 41 例，女性 29 例，年龄 20～68 岁。患者均

目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很多。中药熏蒸及腰椎牵

为门诊病人，均根据 CT 或 MRI 检查确诊。随机分为两组，两

引是临床上常用的方法之一，中药熏蒸，有热力的作用，可使

组患者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对比性。

局部温度升高，血管扩张，血流速度加快；不仅能改善腰部血

2

临床诊断标准
。
参照陆裕朴[2]主编《实用骨科学》

3

治疗方法

3.1 对照组
采用中药熏蒸加腰椎牵引。采用我院多年临床使用的协
定中药方，药物组成为红花 20g，沉香 20g，乌蛇 25g，伸筋
草 20g，牛膝 15g，没药 15g，草乌 20g，肉桂 20g，乳香 25g，
丁香 20g，土虫 20g，川乌 20g，木瓜 20g，杜仲 20g，附子
20g，炙马钱子 10g，将上述药物合在一起粉碎，每次放入加
热器 2 两供 10 个人使用，运用电脑中药熏蒸多功能治疗机（吉
林省亮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DXZ-1 型）进行腰椎熏蒸，
时间 30min。中药熏蒸结束后即进行腰椎牵引治疗，患者仰
卧于牵引床上，牵引带上端固定于胸肋和腋下，下端固定于
骨盆上。牵引重量视患者体质、耐受情况而定，一般为体重
的 1/5～1/4，牵引过程中牵引时间设置 30s，放松时间设置 10s，
牵引时间 30min，1 次/d，牵引结束后嘱患者卧床休息。10 次
为 1 个疗程。
3.2 治疗组
中药熏蒸及腰椎牵引同对照组，在中药熏蒸及腰椎牵引治
疗的同时配合口服《千金要方》独活寄生汤化裁，采用独活、
桑寄生、怀牛膝、杜仲、补骨脂、茯苓各 15g，秦艽、丹参、
防风、木瓜各 20g，肉桂 5g，蜈蚣 2 条，生甘草 5g。若疼痛剧

液循环，增加供氧量，促进局部组织的新陈代谢，有利于炎症
的消散和吸收，而且还能改善神经根受压状态和促使腓总神
经、胫神经传导速度加快，最终使受损神经得以恢复。由于中
药的开泄腠理、温经散寒、祛风除湿、活血通络、补肾强筋之
功，通过经络通于体内，达于病患之处。中药熏蒸后腰部肌肉
松弛，然后通过腰椎牵引可以纠正小关节紊乱，使椎间隙拉宽，
椎间孔变大，椎间盘内压减小，甚至形成负压，是突出的椎间
盘还纳，缓解对神经根的压迫，达到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目的。
沈金鳌在《沈氏尊生》中所说：“腰痛，精气虚而邪客病
也。”《证治准绳》云：“腰痛有风、有湿、有寒、有热。有挫
闪、有瘀血。有滞气、有痰积、皆标也；肾虚，其本也。
”
《诸
病源候论•腰脚疼痛候》说：
“肾气不足，受风邪之所为也。劳
伤则肾虚，虚则受于风冷，风冷与正气交争，故腰脚痛。”可
见本病肝肾不足是本，风寒湿邪侵袭或劳累或跌仆闪挫为标。
治宜“祛邪扶正，标本兼顾”为原则，以“祛风湿、通经络、
止痹痛、益肝肾”为法。采用独活寄生汤化裁治疗，其中怀牛
膝、杜仲、补骨脂、桑寄生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独活、
防风、木瓜、秦艽、蜈蚣祛风湿；丹参活血化瘀；茯苓利水渗
湿，肉桂温通血脉。诸药合用，临证加减，以治病为本，故取
效良好。但是，如果腰部保护不妥，闪扭受凉，受湿，又可出
现症状，这也是造成再发病的主要原因。所以经常做关于腰背
肌的锻炼，在弯腰负重工作时，必须有所防备，身体才能本能
的调整两侧腰肌收缩平衡，注意防凉、潮湿、过度劳累，这是

烈加制川乌、草乌各 6g，地龙 15g，麻木加全蝎 10g；寒甚加

减少恢复期再发病的极有力的措施。

干姜 10g，附子 10g；间接性跛行重加制乳没各 10g，威灵仙

参考文献：

15g。1 剂/d，水煎服。10d 为 1 个疗程。
4

结

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本组
经综合治疗两个疗程，治愈：腰腿疼痛消失，直腿抬高达 80
度以上，棘突旁压痛消失，能正常工作，经短期 6 个月以上无
复发；好转：腰腿疼痛症状减轻，腰部活动改善，间歇性跛行
改善；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变化。
4.2 临床疗效
两组均在两个疗程治疗后按上述标准评定其结果，见表 1。

[1]彭本旭.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论反思[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1996,4(1):47
[2]陆裕朴.实用骨伤学[M].人民军医出版社,1991.1147-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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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泌泰胶囊联合坦索罗辛治疗输尿管结石 80 例
疗效观察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80 cases of ureteral calculus with
Ningmitai capsule and Tamsulosin capsule
邵立钦 曲 涛 范 锐 张

凯

（郑州市中心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6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24-02

【摘 要】 目的：观察坦索罗辛联合宁泌泰胶囊治疗输尿管结石的疗效。方法：将 160 例输尿管结石患者随机分为坦索罗辛
加宁泌泰胶囊治疗组（n=80）和坦索罗辛对照组（n=80）
，治疗时间为 2 周，观察结石排出率、结石排出时间、疼痛不适症状、
并发症发生率差异。结果：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在结石排出率、排出时间方面均有明显效果，但坦索罗辛联合宁泌泰胶囊治疗
组疗效较对照组更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坦索罗辛联合宁泌泰胶囊治疗输尿管结石疗效确切，耐受性良好。
【关键词】 输尿管结石；坦索罗辛；宁泌泰胶囊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imitai capsule combied with Tamsulosin capsule on treating ureteral calculus.
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ureteral calculu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one(n =80) and group two(n =80). Group one received the treatnent of
Nimitai capsule combied with Tamsulosin capsule, while Group two received the treatnent of Tamsulosin capsule. After two weeks, the rate
and time of lithecbole and the pain in both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rate of lithecbole in group one was higher
than this in Group two, with signif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time of lithecbole in group one was shoter than this in the group two, with
signif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in Group one which received the treatnent of nimitai capsule combied with
tamsulosin capsule is better than Group two.
【Keywords】 Ureteral calculus; Tamsulosin capsule; Nimitai capsu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09
自从 2010 年 9 月～2012 年 8 月二年间，我们采用坦索罗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20025442）4 粒、3 次/d。对照

辛联合宁泌泰胶囊治疗输尿管结石 80 例，并与坦索罗辛进行

组患者给予口服坦索罗辛 0.2mg、1 次/d。每例患者治疗观察期

比较，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均为 2 周或至 2 周内结石已排出。所有患者在治疗期间每日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 160 例，男性 91 例，女性 69 例，年龄 18～69 岁，
平均（36±12）岁，结石直径介于 4.0～10.0mm 之间。全部患

求饮水约 2000ml 左右并多做蹦跳运动，肉眼仔细观察有无结
石排出。所有患者每 7d 询问病情变化并复查彩超，观察结石
是否已排出、排石时间及药物排石治疗的副作用，随访时间 2
周。
1.3 统计学方法

者均经彩超或腹部平片确诊为输尿管结石，病程小于 1 个月。
排除多发性输尿管结石、输尿管下段狭窄、急性尿路感染、肾

采用 SPSS17.0 软件对两组结石清除率、排出时间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和处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功能衰竭、妊娠期和哺乳期患者。16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对照组。治疗组 80 例。男 48 例、女 32 例，年龄 19～69 岁，
平均（37±13）岁，平均结石直径（6.5±2.0）mm。对照组 80

2

结

果

2 周内结石排出率治疗组为 75 例（93.8%）
，对照组为 64

例，男 43 例，女 37 例，年龄 18～69 岁，平均（35±12）岁，

例（80.0%），两组比较排石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平均结石直径（6.0±2.2）mm。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结石大

平均排石时间治疗组为（6±2）d，对照组为（10±3）d，两

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组比较平均排石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周内治疗

1.2 治疗方法

组、对照组因肾绞痛发作而需镇痛治疗者分别为治疗组 2 例

治疗组给予口服坦索罗辛（日本安期泰来制药株式会社，

（2.5%）
，对照组 3 例（3.75%）
，均给予双氯酚酸钠利多卡因

国药准字 h20000681）0.2mg、1 次/d 加宁泌泰胶囊（贵阳新天

75mg 肌肉注射后疼痛缓解，镇痛治疗使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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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两组患者中无因不能耐受而中断

日久必现瘀血阻滞之征，甚则引起肾积水、或危及肾功能。中

药物治疗者，观察期间均无明显副作用发生。

药治疗泌尿系结石，通过清热利湿、行气止痛、凉血止血、通

3

讨

淋排石达到治疗目的。宁泌泰胶囊组方符合该病形成的主因和

论

病理特点，四季红清热利尿通淋；芙蓉叶清热凉血消肿；仙鹤

当前治疗输尿管结石的方法主要有自然排石、药物排石、

草收敛止血；大风藤止痛利水消肿；白茅根凉血止血清热利尿；

ESWL、输尿管镜碎石等。药物排石治疗过去以中草药为主，

连翘清热消肿散结利尿；三颗针清热燥湿泻火解毒。诸药合用，

近年来选择性 a1 受体阻滞剂（坦索罗辛）对输尿管结石的辅

功用互补，共奏清热利湿，化瘀通淋，凉血止血、利尿排石之

助排石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1]。影响结石排出的主要原因有：

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三颗针、四季红、芙蓉叶的提取物

结石的大小、输尿管是否有狭窄、输尿管平滑肌痉挛、结石周

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等具有明显抑菌和杀菌

围黏膜水肿、疼痛、感染等[2]。在结石排出过程中会导致输尿

作用，三颗针、芙蓉叶、连翘的提取物明显抑制乙酸所致的毛

管平滑肌痉挛、疼痛及黏膜水肿。这将阻碍结石排出。结石梗

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具有抗炎作用，白毛根、仙鹤草具有止血

阻导致的局部炎症反应及感染加重输尿管平滑肌的痉挛、黏膜

作用，三颗针、大风藤、仙鹤草具有解痉镇痛作用，能减少平

水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在药物排石治疗过程中应用

滑肌痉挛，白毛根和连翘具有利尿作用。

输尿管平滑肌松弛剂就有助于结石排出。
目前国内外研究已经证实，输尿管平滑肌细胞中广泛分布
a1 肾上腺素能受体，a1 受体中以 a1D、a1A 亚型表达最多，
而又以 a1D 受体为主，且越往下段输尿管 a1D、a1A 受体分布
越密集[3]。a1 受体阻滞剂能够抑制输尿管平滑肌张力，并使输

坦索罗辛加宁泌泰胶囊治疗输尿管结石，有诸多益处，如
疗效好，费用低，安全性高，无明显副作用，服用方便，患者
易接受。
参考文献：

尿管蠕动频率和幅度降低，增强尿液输送能力，增加结石上方

[1]Parsons JK,Hergan LA,Sakamoto K, et al.Efficacy of alpha blockers for the

的压力，降低结石下方的输尿管阻力，在结石的上、下方建立

treatment of ureteral stones [J].J Urol,2007,177(3):983-987

一个压力梯度，形成一个较强的推力，从而促进结石排出[4]。

[2]Porpiglia F, Ghignone G, Fiori C, et al. Nifedipine versus tamsulosin for the

盐酸坦索罗辛高度选择性作用于 a1D 和 a1A 受体，抑制输尿

management of lomer ureleral stones[J].J Und,2004,172(2):568-571

管平滑肌痉挛，而且并不减少输尿管的自然蠕动，促进输尿管

[3]Danuser H, Weiss R, Abel D, et al. Systemic and topical drug administration

结石在输尿管及尿液压力作用下排出[5]。此外，坦索罗辛还能

in the pig ureter:effect of phosphodiesterase inhibitors alphal,beta and

作用于膀胱颈、前列腺部尿道的 a1 受体，从而松弛了结石排

beta2-ad-renergic receptor agonists and antagonists on the frequency and

出通路各部分的平滑肌，更好的促进结石的排出。同时，由于

amplitude of ureteral contractions[J]. J. Urol, 166:714-720,2001

抑制了平滑肌的痉挛和膀胱三角区的刺激，从而降低了疼痛症

[4]Dellabella M, Milanese G, Muzzonigro G T. Randomized trial of the efficacy

[6]

状，这也有利于结石的排出 。

of tamsulosin,nifdeipine and phlorofucinol in medical expulsive therapy for

以往报道的研究中，坦索罗辛所引起的副作用仍偶有报
道，如低血压，头晕，头痛，腹泻，鼻炎，射精异常，恶心呕
[7]

distal u-reter calculi[J].J Urol,2005,174:167-172
[5]Yilmaz E,Batiislam E,Basar M, et al. The comparison and effcacy of 3

吐等 。大多数出现明显副作用的研究都应用坦索罗辛达 4 周

different alpha ladrenergic for distal ureteral stones[J].J Urel,s2005,173:2010-

之久或更长时间，而在短期用药的研究中，出现相关副作用的

2012

[8]

病例都很少 。本组没有出现明显副作用的病例，可能以观察

[6]Autorino R, Siom D, Damiano R, et al. The use of tamsulosin in the medical

时间短有关。但根据已有的研究经验，我们也建议，对于有体

treatment of ureteral calcul:where do we stand[J].UrolRes, 2005, 33(3):460-464

位性低血压病史者或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慎用，同时合用其他降

[7]Resim S, Ekerbicer H C, Ciftci A. Role of tamsulosin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压药时须监测血压变化，用药时要注意有无皮疹等过敏反应出

with steinstrasse developing after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lithotripsy[J].

现[9]。

Urology, 2005,66:1102-1106

传统中医学理论认为泌尿系结石属祖国医学的“石淋”、

[8]Cervenakov I, Fillo J, Mardiak J, et al. Speedy elimination of ureterolithiasis

“血淋”或“腰痛”范畴。本病发病机制多因感受湿热之邪或

in lower part of ureters with the alpha 1-blocker-Tamsulosin[J]. Int Urol

饮食不节嗜食辛辣肥甘醇酒之品，湿热内生流注下焦，水热互

Nephrol, 2002,34:25-29

结，日久煎熬尿液凝结成结石，导致气化不行、气血滞涩，导

[9]白忠原,杨江根.坦索罗辛治疗输尿管下段结石的临床评价[J].临床泌尿外

致腰腹部疼痛或热伤血络，导致血尿

[10]

。《诸病源候论淋病诸

候》
：
“石淋者，淋而出石也”
。由于砂石盘踞，膀胱气化不行，

科杂志,2007，22:797-798
[10]张伯臾.中医内科学[S]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235

气滞血瘀，日久必见瘀血阻滞水道之象。临床常见患者因结石
表面粗糙，易嵌入输尿管，造成局部充血、水肿、炎症、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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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洋运用膏方调治慢性阻塞性肺病经验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ANG Yang for treati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with pastes
耿志霞 王 洋（指导）
（山西中医学院，山西 太原，030024）
中图分类号：R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26-02

证型：IDBG

【摘 要】 王洋教授从事临床工作 30 余年，在中医药防治慢性阻塞性肺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其膏方调治慢性阻
塞性肺病尤具特色，本文择其精要探讨。
【关键词】 王洋；慢性阻塞性肺病；膏方；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Yang has been engaged in clinical work for more than 30 years. She has accumulated rich clinical
experiences in TCM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paste. This article selected the essence
part to discuss.
【Keywords】 WANG Yang; COPD; Paste;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0
王洋教授系山西省中医院肺病科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

神疲乏力、久咳气喘；红景天补气清肺，益智养心，缓解气短

30 余年，其学识渊博，在中医药防治慢阻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乏力、唇甲紫绀；紫河车益气养血，补肾益精，大减虚喘劳嗽，

临床经验，其膏方调治慢性阻塞性肺病尤具特色。笔者有幸跟

气虚无力之证，皆可起到益寿防病健体之效。

随王师学习，受益匪浅，择其精要探讨。

1.2

调和阴阳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

《内经》云：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在人体内维持

受限为特征的疾病，这种气流受限常呈渐进性，并伴有肺部对

着动态平衡，如果机体受到致病因素的影响，阴阳就会失去相

有害尘粒或气体呈非正常的炎症反应。COPD 不但严重影响人

对平衡，形成各种病理状态。王师注重运用膏方来协调体内阴

们的健康，而且还带来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膏方调治肺病

阳的平衡，损有余，补不足，以平为期。肺为华盖，居诸脏之

源远流长，用于 COPD 缓解期，其功效为补益脏腑、调和阴阳，

上，喜润恶燥，不耐寒热，故为“娇脏”。肺为燥金，久病耗

可以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从而减少急性发作。

气伤津，王师常选用润养之品滋养肺阴，如沙参、天冬、麦冬、

1

王师膏方调治慢阻肺特色

1.1 三脏同补
COPD 缓解期病位在肺，但与脾肾关系密切，故而 COPD

玉竹、桑白皮等。日久及肾，致肾阴阳两虚，养肾阴常用熟地
黄、山萸肉、枸杞子等，补肾阳常选补骨脂、杜仲、肉苁蓉等。
通过调治，使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此外，王师不仅
注重调理内在阴阳，亦注重调和肌表之阴阳，多以桂枝，白芍，

缓解期治疗以肺脾肾三脏同补为要。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

炙甘草，大枣调和营卫。

自然界清气，依赖肺肾功能正常方可出纳升降正常，若出纳升

1.3 寓消于补

降失常，则喘作矣。外邪入侵，首先犯肺，升降失常则为喘，

肺胀早期以痰浊为主，渐而痰瘀并见，终至痰瘀互结，成

久则肺虚，气失所主，肺气胀满，功能失常；肺胀日久，肾气

为 COPD 之宿根。COPD 反复发作，久病必瘀。瘀血的产生，

必亏，所谓久病及肾，摄纳无权，则喘息声低，气短不续。日

与肺肾气虚，气滞痰阻，血涩不利有关。瘀血形成后，瘀而气

久肺肾俱虚，气无所主，亦无所纳，喘促频发。因此王师认为

滞，又加重痰、气滞塞胸中。王师认为“久病入络”
，故以“走

在冬季服用膏方治疗 COPD 缓解期宜固本纳气，补肺敛气，方

行之力最强、无处不到”的蜈蚣搜剔肺络，彻除痰瘀死血，配

中多选用山萸肉、肉苁蓉、淫羊藿、补骨脂、怀牛膝、肉桂补

伍地龙、全蝎加强功效，祛痰化瘀，通络平喘；并以川芎、桃

肾固本、纳气归元，党参、黄芪、防风、炒白术补肺益气、固

仁，当归，丹参、莪术等活血化瘀之品通畅气血，于大派补益

表敛汗。患者反复咳嗽，肺病及脾，子盗母气致脾胃虚损，脾

药之中加入通络祛痰，活血化瘀之品，消补皆施，相得益彰。

失健运，水液代谢障碍，痰饮内生；脾土生肺金，脾胃虚弱，

1.4 因势利导

致肺气虚，气不足以息，终致肺脾两虚，故根据五行相生理论，

所谓因势利导，是指按疾病趋势与病邪部位，因其势而就

虚则补其母，多选用党参，山药，炒白术，砂仁，半夏，茯苓，

近引导，使邪排出体外。所谓“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肺

陈皮，益气健脾，化痰除湿。通过培土生金，达健脾益肺之效。

胀病位在肺，用药宜轻灵，王师常用炙麻黄、防风、苏梗、蝉

久病成虚，COPD 日久正气虚衰，除固肾健脾益肺外，王师常

蜕、僵蚕等轻宣之品，透邪外出，解痉止喘。此为“宣邪于上”
。

选用提升正气之品，如灵芝平补气血，安神健脾，改善虚劳、

患者反复咳嗽，肺气受损，子盗母气而致脾胃虚损，脾运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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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津液输布失调，痰饮阻肺，表现为气喘、咳嗽、咯痰量多

蓉、熟地黄益肾通便，并桃杏仁等滑润之品润肠通便；久病多

等症状，多选用党参，山药，炒白术，茯苓，陈皮，半夏，砂

瘀，加桃仁，当归，丹参等活血化瘀。桂枝，白芍，炙甘草，

仁，益气健脾、化湿祛痰；湿阻中焦，脾失健运，出现纳呆少

大枣调和营卫；用灵芝，红景天，紫河车、远志等扶正固本。

食，头身困重，王师多配伍藿香、佩兰、草豆蔻、鸡内金，醒

诸药合用，共奏益肺健脾补肾，化痰平喘之效，故患者服用半

脾化湿开胃。此为“化湿于中”。大肠腑气不通者，阻滞气机，

年后明显好转，一年后诸症缓解，二诊时仍有活动后气急，王

喘逆上作，王师多选用苏子、枳实、生白术、炒莱菔子、川军，

师予通络平喘之品，蜈蚣、地龙、全蝎、穿山龙解痉平喘，患

降气除满，通腑泻下。此为“引邪于下”
。

者服用一年后，无气急之症，且停服西医平喘药，诸症皆除。

1.5 表里兼顾

2.2 案例 2

《内经》云：
“肺与大肠相表里”
，肺气肃降，有助于大肠

患者乙，男，80 岁，于 2009 年 11 月初诊。

传导功能的发挥；大肠传导功能正常，则有助于肺的肃降。肺

病史：慢阻肺病史 30 余年，一年四季每于感冒后急性加

与大肠一表一里相互交合。肺病日久，肺气不能化精以滋灌大

重，多次住院治疗，平时口服茶碱缓释片及宣肺平喘胶囊（我

肠，则见肠燥便秘；腑气不通，肺气肃降难以下达，则喘益甚。

院制剂），控制尚可，但每每不慎便出现感冒，咳嗽较轻，痰

故王师在临证之时注重通腑以肃降肺气，多选用肉苁蓉、桑葚

多色白，气短，晨起及一遇风受凉后即出现打喷嚏、流清涕，

子、淫羊藿、温肾益精通便，并以桃杏仁、黑芝麻等滑润之品

全身怕冷，汗出，手心发热，腰膝酸软，口干，烦躁，眠差，

润肠通便，使腑气通，肺气降，表里兼顾。

多梦，尿频，大便干，舌红少苔有裂纹，脉沉。

2

典型病例

2.1 案例 1

治法：益肺固表，补肾温阳滋阴，处方：黄芪 300g，桂枝
100g，炒白芍 120g，当归 150g，防风 100g，五味子 100g，苍
耳子 80g，细辛 30g，辛夷 100g，薄荷 120g，炙枇杷叶 120g，

患者甲，男性，64 岁，于 2009 年 11 月初诊。

百部 150g，炒杏仁 100g，炒山药 300g，补骨脂 150g，巴戟天

病史：既往慢性阻塞性肺病病史 10 年，每逢秋冬发作，

150g，肉苁蓉 150g，桑葚子 300g，杜仲 150g，菟丝子 300g，

曾在我院住院治疗。常服用茶碱缓释片、肺宝三效等控制病情，

牛膝 150g，肉桂 30g，百合 150g，太子参 300g，沙参 150g，

自诉咳嗽、咯痰，晨起痰多色白，稍动即感气急明显，平素形

麦冬 150g，枸杞 300g，玉竹 120g，蜈蚣 10 条，全蝎 30g，地

寒怕冷，易汗出，易于感冒，腰酸膝软，夜眠差，大便溏，舌

龙 150g，半夏 150g，陈皮 100g，茯苓 300g，炙甘草 60g。另

苔薄白，脉象沉细涩。
治法：益气健脾补肾，化痰平喘。处方：党参 300g，防风

加入蛤蚧 2 对，西洋参 20g，虫草菌丝 150g，川贝母 30g，阿
胶 200g，鹿角胶 200g，蜂蜜 100g，熬制收膏，储净器，备用。

100g，黄芪 300g，炒白术 200g，枳实 100g，山药 150g，炒扁

服法及疗效：2 次/d，1 匙/次，早晚饭前 30min 用温开水

豆 300g，半夏 150g，苏子 100g，茯苓 150g，陈皮 100g，杏仁

调服，自冬至起服用，约服 40d。如遇感冒、COPD 急性发作

100g，砂仁 60g，当归 100g，肉苁蓉 150g，淫羊藿 150g，补

则暂停数日。

骨脂 150g，杜仲 150g，菟丝子 300g，巴戟天 150g，炙麻黄 60g，

2010 年 11 月二诊时诉去年服用膏方后，遇风受凉后打喷

麻黄根 200g，熟地黄 100g，桃仁 l00g，怀牛膝 150g，丹参 150g，

嚏、流清涕明显减轻，无咳嗽，痰量减少，感冒次数减少，且

灵芝 150g，红景天 300g，远志 120g，肉桂 30g，桂枝 100g，

怕冷腰酸膝软，汗出，尿频，大便干等症状均好转，但仍有口

炒白芍 300g，炙甘草 60g，大枣 50 枚。另加入鹿角胶 200g，

干、烦躁、手心发热，睡眠较前改善，偶有多梦，应滋肾养阴，

阿胶 250g，蛤蚧 2 对，紫河车粉 60g，人参 30g，核桃肉 250g，

安神定志，上方加山萸肉 150g、知母 120g、麦冬 150g，炒枣

红枣 250g，红糖 200g，熬制收膏，储净器，备用。

仁 300g、远志 150g，继服。

服法及疗效：2 次/d，1 匙/次，早晚饭前 30min 用温开水

2011 年 11 月三诊，患者口干、烦躁等症状明显好转，无

调服，自冬至起服用，约服 40d。如遇感冒、COPD 急性发作

手心发热之症，病情一直稳定，无咳嗽、咳痰、气短，眠可，

则暂停数日。

二便调，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两年来仅住院一次。

2010 年 11 月二诊，诉去年服用膏方半年后，咳嗽、咯痰

按：患者肺气虚兼肾阴阳两虚之象，故治宜益肺固表，补

较前缓解，怕冷减轻，感冒减少，急性发作次数也随之减少。

肾温阳滋阴。王师以玉屏风，四君子补肺益气，敛汗固表；以

且腰酸膝软，汗出，便溏，眠差等症状均好转，但仍有活动后

苍耳子散、桂枝、炒白芍温阳通窍，是王师用药之妙处；炒山

气急，需用通络平喘之品，上方加蜈蚣 20 条，全蝎 20g，地龙

药、巴戟天、肉苁蓉、杜仲、菟丝子、肉桂、蛤蚧温肾壮阳，

150g，穿山龙 150g，继服。

纳气平喘；补骨脂，怀牛膝，补肝肾、强腰膝；枸杞、太子参、

2011 年 11 月三诊，患者病情一直稳定，无咳嗽、咳痰、

沙参、麦冬、百合、玉竹滋肾养阴，生津止渴；蜈蚣、地龙、

气急之症，现已停用茶碱药物 1 年，纳眠可，二便调，感冒次

全蝎解痉平喘；炙枇杷叶、百部、炒杏仁并二陈、川贝母止咳

数明显减少，未因 COPD 急性发作再入院。

祛痰；肉苁蓉、桑葚子益肾通便，并杏仁润肠通便，西洋参、

按：患者一派脾肾阳虚之象，肺气虚弱，痰浊内阻，故治

虫草、鹿角胶扶正固本。诸药合用，益肺固表，肾阴阳同补，

疗上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治宜益肺健脾补肾，化痰平喘。

故患者服用后明显好转，二诊时仍有阴虚之象，王师予予滋补

王师以玉屏风、四君子补肺益气、固表敛汗；淫羊藿、肉桂、

肾阴之品继服，诸症皆除。

杜仲、菟丝子、巴戟天温肾壮阳，纳气平喘；补骨脂、怀牛膝，
补肝肾、强腰膝；参苓白术、二陈益气健脾，化湿祛痰；肉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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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络逐痹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with
the Tongluo Zhubi decoction
连俊健
（海丰县彭湃纪念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593.22

海丰，5164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28-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研究与探讨通络逐痹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 54 例典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采
用通络逐痹汤随证加减治疗，3 个疗程后比较患者治疗前后病变活动分期和功能活动分级情况，评价治疗效果。结果：全部患者
治疗后病变活动分期和功能活动分级均有显著改善，较治疗前有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评价治疗效果，54 例患
者中，显效 14 例（25.93%）
，有效 37 例（68.52%）
，无效 3 例（5.56%）
，总有效率 94.44%。结论：通络逐痹汤治疗类风湿性关
节炎的临床疗效满意，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通络逐痹汤；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research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ongluo Zhubi decoction on rheumatoid arthritis. Methods:
54 case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were selected and given modified Tongluo Zhubi decoction. After 3 treatment courses,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stages and function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Of all the 54 patients, 14 cases (25.93%)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37 cases (68.52%) were effective, 3 cases (5.56%) were invali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4.44%. Conclusion:
Tongluo Zhubi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Rheumatoid arthritis; Tongluo Zhubi decoction;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1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以对称性滑膜关节炎和关节外病

菟丝子、杜仲；下肢疼痛加减木瓜、牛膝；四肢远端及末梢疼

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炎性疾病，该病反复

痛加减乌梢、海风藤。1 剂/d，水煎 2 次，早、晚温服，30d

发作、病程长，对关节内软骨和骨损伤严重，且同时累及浆膜、

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评价治疗效果。

[1-2]

心、肺及眼等结缔组织，致残率极高

。目前，对于类风湿性

关节炎的发病原因尚不十分明确，西医治疗多以缓解症状为

1.3 观察指标
比较患者治疗前后病变活动分期和功能活动分级情况，评

主，而中医的“活血化瘀、强筋壮骨、标本兼治”的治疗理念，

价治疗效果。

对于治疗该病具有极大的优势。2010 年以来，笔者采用通络逐

1.3.1 病变活动分期根据患者病变活动情况分为急性活动期、

痹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亚急性活动期、慢性迁延期和稳定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选 54 例为我院门诊患者，其中男性 21 例，女性 33 例；

①急性活动期：关节急性炎症表现显著，晨僵、疼痛、肿
胀及功能障碍显著，全身性症状较为严重，常伴有高热或低热，
血沉指标>50mm/h，白细胞计数明显超过正常值，中、重度贫
血，类风湿因子呈阳性，且滴定度较高；②亚急性活动期：关

年龄 20～64 岁，平均（38.6±11.3）岁；病程 6 个月～17 年，

节急性炎症表现明显，晨僵、疼痛、肿胀及功能障碍较为明显，

平均（6.2±3.8）年；病变活动分期急性活动期 33 例，亚急性

但全身性症状较少，少数患者有低热症状，血沉指标异常但

活动期 21 例；功能活动分级 II 级 12 例，III 级 31 例，IV 级

<50mm/h，白细胞计数无异常，低、中度贫血，类风湿因子呈

11 例。全部患者均有病程 6 周以上每日晨僵持续至 1h，对称

阳性，但滴定度不高；③慢性迁延期：关节炎症状较轻，可有

性腕、掌指、近指 3 个或 3 个以上关节肿痛，有皮下结节，手

不同程度的关节强硬或畸形存在，血沉指标基本正常，类风湿

部 X 线片至少有骨质疏松和关节间隙的狭窄改变，类风湿因子

因子多呈阴性；④稳定期：关节炎症状较不明显，疾病处于基

呈阳性，滴定度>1∶2，符合 1987 年美国风湿病协会 7 项诊断

本静止阶段，可有不同程度的关节功能障碍或畸形存在，血沉

标准，确诊为典型类风湿性关节炎。

指标正常，类风湿因子呈阴性。

1.2 治疗方法

1.3.2 功能活动分级

采用通络逐痹汤随证加减治疗。中药基本方：黄芪 15g，

根据患者关节活动功能情况分为四个等级。I 级：关节活

桑寄生 12g，续断 12g，秦艽 12g，羌活 12g，独活 12g，当归

动功能完整，无一般活动障碍；II 级：关节有明显的不适或活

9g，川芎 9g，海桐皮 10g，地龙 9g，甘草 6g。随证加减：寒

动功能障碍，但不影响一般活动的完成；III 级：关节活动功能

邪偏盛加减麻黄、川乌；湿邪偏盛加减薏苡仁、防己；颈项疼

有明显障碍，无法完成一般活动，但大部分生活可以自理；IV

痛加减白芍、葛根；上肢疼痛加减桑枝、桂枝；腰背疼痛加减

级：关节活动功能基本丧失，生活不能自理或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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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疗效判定

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关节活动及实验室检查情况将疗
效判定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个级别。显效：症状体征基本

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消失，关节活动正常，实验室各项指标检查正常；有效：症状

2

体征较治疗前明显好转，关节活动障碍减轻，实验室各项指标

结

果

2.1 比较 54 例患者治疗前后病变活动分期情况

检查显著改善；无效：症状体征、关节活动障碍及实验室各项

全部患者治疗后病变活动分期均有显著改善，较治疗前有

指标检查较治疗前无显著改善或加重。总有效率＝[（显效例数

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表 1 54 例患者治疗前后病变活动分期情况 [n（%）]
时期

急性活动期

亚急性活动期

慢性迁延期

稳定期

治疗前

33（61.11）

21（38.89）

0（0）

0（0）

治疗后

*

3（5.56）

*

*

8（14.81）

28（51.85）*

15（27.78）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2.2 比较 54 例患者治疗前后功能活动分级情况

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全部患者治疗后功能活动分级均有显著改善，较治疗前有
表 2 54 例患者治疗前后功能活动分级情况 [n（%）]
时期

I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治疗前

0（0）

12（22.22）

31（57.41）

11（20.37）

治疗后

10（18.52）*

34（62.96）*

7（12.96）*

3（5.56）*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2.3 评价治疗效果
54 例患者中，显效 14 例（25.93%）
，有效 37 例（68.52%）
，
无效 3 例（5.56%）
，总有效率 94.44%。
3

讨

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中医“历节风”
、
“痹症”等范畴，古代
医学对其早有认识。
《圣济总录》中对该病症状有详细阐述：
“历
节风者，由血气衰弱，为风寒所侵，血气凝涩，不得流通关节，
诸筋无以滋养，真邪相搏，所历之节，悉皆疼痛，故为历节风
也。痛甚则使人短气汗出，肢节不可屈伸。”《素问•痹论》[3-4]

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显著。本文所选 54 例典型类风湿性关
节炎患者，经通络逐痹汤随证加减是治疗后，全部患者的病变
活动分期和功能活动分级均有显著改善，较治疗前有显著性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评价治疗效果，54 例患者中，
显效 14 例（25.93%）
，有效 37 例（68.52%）
，无效 3 例（5.56%）
，
总有效率 94.44%。
由此可见，通络逐痹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满
意，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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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佐治对弱视患儿视力和对比敏感度的影响
The effect of TCM on the vision and contrast sensitivity in
treating infantile amblyopia
赵素琴 赵 林 孙志贤 许燕燕
（荥阳市妇幼保健院，河南 荥阳，450100）
中图分类号：R33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30-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增视颗粒佐治儿童弱视的临床效果。方法：随机数字表法将 159 例弱视患儿分研究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遮盖、精细作业训练等治疗；研究组同时加服增视颗粒治疗 6 个月，测定视力和空间对比敏感度（Cntrast Snsitivity，
CS）
，疗后随访视力 2 年。结果：①治疗 6 个月时，两组视力均有不同程度升高，研究组在停止治疗的 2 年内视力仍然呈升高趋
势，而对照组有回降倾向，不同组间视力变化存在差异，F＝14.213，P＝0.000。不同时点的视力亦有统计学差异，F＝59.364，P
＝0.000。②治疗后两组 CS 均有不同程度提高，6 个月时研究组在 4、8、12 和 16 周期/度的空间对比敏感度高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结论：经典疗法联合中药增视颗粒治疗弱视患儿的效果优于单纯西医治疗。
【关键词】 弱视；西医治疗；中医药治疗；视力；对比敏感度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Zengshi granule on treating infantile amblyopia. Methods: 159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velation and meticulous training,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Zengshi granule more for 6 months. Results: The visions in both groups improved after 6 month treatment. The vision in the treated
group continued to improve in the following 2 years,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became to deteriorate,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S in both groups improved in different degree, and that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or
P<0.01). Conclusion: Traditio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Zengshi granule had better effect than simple modern medicine on infantile
amblyopia.
【Keywords】 Amblyopia; Modern medicine; TCM therapy; Vision; Contrast sensitiv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2
儿童弱视是因形觉剥夺和/或异常双眼相互作用造成单眼
[1-2]

子、决明子、山药、白芍、山萸肉、菟丝子、枸杞子、龙眼肉。

。我国 0～6 岁儿童视弱视

制法：以上 11 味，沙苑子 80g，决明子 88g，山药 120g，白芍

患病率为 1.1%[3]，严重影响少年儿童视功能的健康发育，阻碍

80g，菟丝子 88g，粉碎过筛，依次取细粉 72g，60g，100g，

或双眼视力低下和视觉空间损害

了人口质量的提高。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药物治疗是近年来眼

70g 和 75g，混匀备用，其余熟地黄 120g，黄精 80g，党参 100g，

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我们在西医传统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

山萸肉 60g，枸杞子 90g，龙眼肉 90g 等 6 味与粗粉浸泡 0.5h，

药增视颗粒治疗，并与单纯西医综合治疗的患儿进行对比，报

煎煮 1.5h，第二次煎煮 1h，合并煎液，离心，浓缩至相对密度

告如下。

1.18～1.22，加入细粉，混匀，制成颗粒，干燥，制成 1000g，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分装，20g/包。6 岁以下 1 包/次，6 岁以上 2 包/次，bid，连续
治疗 6 个月。
1.3 观察指标

我院 2008 年 2 月～2010 年 7 月诊治的弱视患儿 159 例

①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视力，对数记录法，测量时点为

（262 眼）。弱视符合全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通过的诊断

疗前、治疗 6 个月，停止 6、12、18、24 个月时。②空间对

标准[4]。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研究组 80 例，男 42 例，

比敏感度（Contra Stsensitivity，CS），以 1、2、4、8、12、

女 38 例；年龄 4～15（7.25±3.41）岁；弱视眼对数视力 4.0～

16 周期/度的空间频率测量，双眼病变者以右眼作为评价眼。

4.8（4.67±0.13）。对照组 79 例，男 40 例，女 39 例；年龄 3～

1.4 统计方法

14（7.14±3.27）岁；弱视眼对数视力 4.0～4.8（4.68±0.14）。

视力变化采用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对比敏感度采用用

两组性别、年龄、弱视程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

随机样本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软件为

1.2 治疗方法

SPSS16.0。

对照组：采用西医传统治疗方法，单眼弱视患者，健眼遮

结

果

盖，双眼弱视患者，交替遮盖双眼。旁中心注视者后像疗法或

2

红色滤光片法治疗，精细视力作业训练，如穿珠、描画、穿针

2.1 两组视力趋势变化

等，每次训练不低于 10min，3 次/d。研究组：在传统疗法的基
础上，加服增视颗粒。药物组成：熟地黄、黄精、党参、沙苑

治疗 6 个月时，两组视力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停止治疗的
24 个月内，研究组视力仍然呈升高趋势，而对照组有回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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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因素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59.364，P＝0.000，分组
因素的主效应亦存在显著差异，F＝14.213，P＝0.000，时间与

疗方法只是给予视网膜一个清晰的图像，要想清晰分辨这个图
像，还取决于视觉通路和视觉中枢的反应性，即使采用相同的
治疗方法和手段施加在不同的个体，临床效果差异也很大，这
是因为机体自身的反应性不同所决定的[10]。

分组的交互效应无统计学意义，图 1。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6 个月后，两组视力均有不同程度
升高，在干预后的 24 个月的时间内研究组视力仍然呈升高趋
势，而对照组有回降倾向。研究组在 4、8、12 和 16 周期/度的
空间对比敏感度高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说明中药治疗
图 1 两组弱视患儿视力趋势变化轮廓图

2.2 对比敏感度变化
比较治疗前两组空间对比敏感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6 个月时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两组在 4、8、12
和 16 周期/度的空间对比敏感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而在 1、2 周期/度的空间对比敏感度无统计学差异，
P>0.05，图 2。

在某个环节起了关键性作用，由此我们推测，中药治疗弱视的
理论依据是整体观念，其机理可能并非单单影响视网膜功能本
身，还可能对视觉通路和视觉中枢也发挥了调节作用。良好效
果在其它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10-12]。考虑到患病群体主要
为儿童，中药汤剂不易为患儿所接受，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治
疗效果。所以，我们将中药制成颗粒剂，服用方便，易使患儿
长期坚持治疗，提高了治疗的依从性，保证了疗效。
总之，在西医经典干预的基础上，佐以中药治疗儿童弱视
可明显改善患儿的视力和对比敏感度，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但
中药作用的机理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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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mblyopes[J].J Neurosci, 2003, 23(7):2522-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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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视觉系统通过训练可以得到改善[5-6]。遮盖疗法是弱视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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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治疗方法，即通过对优势眼的遮盖强迫大脑使用来自弱视眼
的视觉信息，进而达到提高视力的目的。遮盖治疗会受遮盖剂

[5]Polat U.Restoration of underdeveloped cortical functions: evidence from

量、弱视程度、双眼的状态、注视性质、患者的年龄及依从性
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它如验光配镜、精细作业训练、后像疗

[6]Huang CB, Zhou Y, Lu ZL.Broad bandwidth of perceptual learning in the

法等，更需要复杂的仪器，治疗时间较长，费用不菲，需要患
儿密切配合，效果尚欠理想[7]。

S A,2008,105(10):4068-4073

儿童弱视属中国传统医学的“青盲”范畴。肾藏精，主骨
生髓，脑为髓之海，先天禀赋不足，后天摄养失宜，肾精亏损，

研究[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5(2):109-111

脑髓空虚，视觉中枢发育迟缓，神光难越。肝肾同源，精血互
生，肝开窍于目，若肝阴亏虚，精气不能上承荣目，则神光发

样活性[J].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2003,30(2):226-230

越无源，视力欠缺，久成弱视。本病发生与肝、肾关系密切。
故治宜益肾填精充随，养肝开窍明目。增视颗粒中山萸肉、决

2012,25(1):31-33

明子、沙苑子、枸杞子、龙眼肉补肝益肾，固精明目；菟丝子
提取物具有神经营养因子样作用[8]，可改善视觉中枢发育。白

标准[J].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1996(4):97
treatment of adult amblyopia[J].Restor Neurol Neurosci,2008,26(4-5):413-424
visual system of adults with anisometropic amblyopia[J].Proc Natl Acad Sci U
[7]周至安,邱波,骆梅娟.疏肝益精健脾为主中药治疗屈光不正性弱视的临床
[8]刘建辉,姜波,包永明,等.菟丝子提取物在 PC12 细胞株中的神经营养因子
[9]徐艳,潘春英,侯文利,等.综合疗法辅助中药治疗儿童弱视 87 例[J].中医研究,
[10]谢祥勇,唐勇华,何碧华,等.加用中药离子导入及按摩治疗儿童弱视疗效
观察[J].广西中医药,2009,32(6):14-15
[11]谢学军,杨红,何宇,等.补肾活血中药对糖尿病大鼠视路胶质纤维酸性蛋

芍养血柔肝，决明子清肝明目，熟地补血生精，滋养肝肾；黄
精，党参、山药益气健脾养胃，诸药合用，肾精得补，肝血得

白和髓鞘碱性蛋白表达的影响[J].中国中医眼科杂志,2007,17(5):265-268

充，气血充盛，目窍得荣，故获视力恢复之功。
多数文献以视力作为评价某种治疗方法的干预效果，我们

科杂志,2006,16(2):107-108

认为，单用视力指标作为疗效的评价指标并不全面，因为视力
不能全面精确地反映人眼的形觉功能。而空间对比敏感度不仅

杂志,2003,13(3):134-136

可以了解人眼的最小分辨阈值，还可观察对比度变化时的识别
能力，涵盖了从视网膜到大脑皮层整个视觉系统的丰富信息，

[12]陈旭虹,沈希成,汤广成.弱视明汤治疗儿童弱视疗效观察[J].中国中医眼
[13]吴西西,代一权,谭建伟,等.中药治疗儿童弱视临床研究[J].中国中医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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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弱视诊断、疗效比较、预后评估的重要指标 。故本研究重
点测定了患儿的空间敏感度。传统的遮盖疗法、弱视训练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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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樱教授运用祛邪安络法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经验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DING Ying for treating infantile anaphylactoid
purpura by the Quxie Anluo method
白明晖 1 李向峰 2 丁 樱 2（指导）
（1.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0；2.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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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治疗过敏性紫癜的有效方法。方法：介绍丁樱教授运用祛邪安络法诊治小儿过敏性紫癜的经验，
并附医案一则，辅以佐证。结果：丁樱教授运用祛邪安络法治疗过敏性紫癜，皮肤紫癜及关节痛症状消失明显。结论：祛邪安络
法是治疗以风热、瘀血为主证的小儿过敏性紫癜有效方法。
【关键词】

小儿过敏性紫癜；邪实；脉络损伤；祛邪安络法；藤类药物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treating anaphylactoid purpura with TCM treatment. Methods: To
introduce the experiences of professor DING Ying on eliminating pathogenic factors with Quxie Anluo method, and a medical record was
attached as evidence. Results: Professor DING Ying applied Quxie Anluo method to treat anaphylactoid purpura, and the symptoms of skin
purpura and joint pains disappeared obviously. Conclusion: Quxie Anluo method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anaphylactoid purpura, with the
main symptoms wind-heat and haemostasis.
【Keywords】 Infantile anaphylactoid purpura; State of evil domination; Damage of arteries and veins; Quxie Anluo method; Vin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3
丁樱教授是著名的小儿肾脏病中西医结合专家，博士生导

儿童摄入被污染的食物，水源或经过皮肤、气道等各种途径直

师，全国名老中医。导师丁樱教授致力于小儿肾脏疾病的研究

接接触塑料制品，毛绒玩具，化学喷洒剂等致毒邪内侵，内迫

30 余年，尤其对过敏性紫癜及各种肾脏疾病的诊疗具有真知灼

脏腑气血，灼伤血络，迫血妄行，而出现紫癜。正如《外科正

见，疗效显著。笔者有幸随师伺诊，受益良多，导师运用“祛

宗•葡萄疫》说：
“感受四时不正之气，郁于皮肤不散，结成大

邪安络法”治疗以风热、瘀血为主证的小儿过敏性紫癜疾病效

小青紫斑点，色若葡萄，发在遍体头面”。小儿过敏性紫癜早

如桴鼓，现将导师诊疗经验介绍如下。

期无论外感风热抑或内生热毒，皆为邪实。此阶段相当于西医

1

邪实为因，脉络损伤

学免疫上调阶段，T 细胞亚群大部分在正常值以上，IgA 在均
值以上。

过敏性紫癜是小儿最常见的一种变态反应性血管炎，临床

丁师认为过敏性紫癜早期其病机的实质是风、热、毒邪引

表现为血小板不减少性紫癜，多伴有关节和胃肠道症状，常累

起的络脉损伤，血溢脉外。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所云：
“阳

及肾脏，好发于学龄前及学龄期儿童。小儿过敏性紫癜发病之

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

初多为外感风热之邪，小儿脏腑娇嫩，卫外不固，易感受六淫

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在上在外之络，谓之阳络，

之邪，尤易外感风热。风热之邪，易从火化，灼伤脉络，血不

在下在内之络，谓之阴络。过敏性紫癜可见四肢及躯干、背部

循经，渗于脉外，则出现紫癜。本证皮肤紫癜可伴有瘙痒，其

皮疹，即内外阴阳之络皆病，西医学中全身广泛性毛细血管性

出没变化莫测，关节肿痛无定处，正如古人云：“风盛则痒，

炎症与其不谋而合。故治疗过敏性紫癜以“安络”为核心目的，

无风不作痒”，“风性善行而数变”。小儿普遍嗜食肥甘，膨化

以“祛邪”为治法。

食品，进食鱼、虾等腥发动风之品，或饮食不节，虫聚肠胃以
遣方用药经验

致毒邪内侵，内迫肠胃，邪人血分，灼伤血络，迫血妄行，而

2

出现紫癜及腹痛便血等症状，血溢关节腔隙之间，则为关节肿

2.1 辨证遣方以“祛邪”

痛；血溢膀胱肾络之间则为尿血、溺血。丁师特别指出，近年

风热伤络型：本病初起时，皮肤紫斑、皮疹此起彼伏、多

来儿童皮肤紫癜发病率较前有明显升高趋势，和空气环境质量

型易变，关节肿痛游走不定，并有皮肤痛痒，伴鼻塞流涕或发

的下降不无关系。随着大气环境，石油化工、室内装潢的污染，

热，舌红、苔薄黄，脉浮数。证属血有伏热，复感风热之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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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型为临床最常见的证型，风热之邪袭肺卫，热伤脉络，血溢

丁师通过多年临床实践，观察到藤类药物可以有助于紫癜消

脉外而发紫癜，疹色红而痒。治以疏风清热凉血，活血化瘀。

退，减少紫癜复发，预防和减轻肾脏损害。雷公藤具有祛风湿，

常用经验方：二花藤，连翘，徐长卿，地肤子，生地，丹皮，

活血通络之功，为藤类药物的代表，通过配伍可应用于各类证

川芎，赤芍，紫草，当归，丹参，鸡血藤，甘草等。方中二花

型之中。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多数藤类药物有类似非甾体抗炎

藤、徐长卿去风邪，通经络；连翘解热毒；生地，丹皮，紫草

药的直接抗炎作用，又有免疫抑制作用[2]，为藤类药物在过敏

清热凉血，消瘀斑；地肤子，清皮肤之风；川芎、丹参、鸡血

性紫癜中的应用提供了依据。

藤活血通络。全方针对风热之邪入里，热伤血络之病机而设，
使风邪散、痛痒止、血热清、络脉安，其治疗最能体现祛邪安
络思想。
血热妄行型：本证也是小儿过敏性紫癜临床常见的证型，

3

病案举例
患者甲，男，10 岁，2011 年 11 月初诊。
主诉：发热伴双下肢皮疹、疼痛 5d。患儿 5d 前受凉后发

其发病机理多由热毒内伏营血，灼伤络脉，迫血妄行，血不归

热，体温最高 39.2℃，无咳嗽流涕等症状。后双下肢出现皮疹，

经，溢于脉外而出现皮肤紫癜；另外，热毒内伏营血，血脉阻

针尖大小，对称密集分布，高出皮肤，压之不褪色，伴双下肢

滞，血流不畅导致血不循经，易发生出血等症。患儿临床多表

疼痛，无腹痛，期间于当地诊所输液头孢、维生素 C 针后体温

现为皮肤紫癜色红，可突出皮肤，压之色不褪；或尿血（镜下

及皮疹下降不明显，今来诊，现患儿发热体温 38.3℃，双下肢

血尿），心烦，大便多秘结，舌质红、苔少，脉数有力。治疗

皮肤紫癜伴关节疼痛，咽腔充血，扁桃体 II 度肿大，舌质红，

当以清热凉血、活血散瘀为主。丁师喜用犀角地黄汤加减治疗

苔薄黄，脉滑数。血常规：WBC：12.3×109/L，N：72%，PLT：

本证，基本方剂：生地黄、牡丹皮、紫草、当归、丹参、鸡血

320×109/L，尿常规正常。诊断为：过敏性紫癜，证属过敏性

藤、忍冬藤、乌梅、水牛角颗粒（另包）、黄芩、甘草。方中

紫癜早期风热伤络夹瘀，治以祛邪安络法，疏风清热通络。处

水牛角清心火而清热解毒，心火得清，则诸经之火自平，为方

方：金银花 15g，板蓝根、连翘各 10g，生地 6g，丹皮、赤芍、

中君药；热盛伤阴故用生地黄清热、凉血而滋阴液，协助水牛

紫草各 10g，三七粉 3g，浮萍、忍冬藤、海风藤各 15g，甘草

角以解血分热毒，并增强止血作用，为方中臣药；热邪伤络，

6g，水煎服。服用 3 付后，患儿体温降至正常，关节疼痛较前

瘀于皮肤，故用赤芍、牡丹皮泄血分伏热，凉血散瘀，二药合

减轻，皮肤紫癜较前增加，颜色深红。虽表邪已除，但热邪已

用而能活血散瘀，使新血得生，并协助水牛角、生地黄加强解

入血分，见舌质绛红，苔薄黄。治则清热凉血，活血化瘀。处

毒化斑作用，又能防寒凉而使瘀血停滞之弊；紫草凉血消斑，

方：水牛角粉 15g，生地 10g，丹皮、赤芍、紫草各 15g，忍冬

黄芩清热凉血。全方既能清血分之热，又能解血分之毒，还能

藤、海风藤各 15g，穿山龙 20g，甘草 10g。7 付，水煎服，服

去血肿之瘀，在凉血之中兼以散瘀，使热清血止而无留瘀之弊，

用后患儿皮肤紫癜消退，关节疼痛消失。后继以祛邪安络法巩

又达到散风清热、解毒之功，兼以养阴，无耗血之虑，使邪去

固治疗，1 个月后停药观察，未有复发。

络安，恰为治疗过敏性紫癜的良方。总之在治疗此证时贯彻“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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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则血不止，热即清则血自安”的原则[1]。
2.2 善用藤类药物以“安络”
小儿过敏性紫癜其病机的实质是各种病因引起的络脉的
损伤，丁樱教授治疗本病紧扣络脉损伤的病机，临床用药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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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凡藤蔓之属，皆可通经入络。
”丁樱教授指出，藤蔓之类
药物，缠绕蔓延，犹如网络，纵横交错，无所不至，取象比类，
为通络之佳品，这类药不仅有通经活络，引经作用，而且还有
养血活血之功，
“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常用的藤类药物
有雷公藤、忍冬藤、青风藤、海风藤、络石藤、鸡血藤、首乌
藤、桑枝等。对于风热邪毒，郁蒸肌肤，灼伤络脉为病者，常

作者简介：
白明晖（1987-），男，河南新郑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
防治肾脏疾病。
丁樱（1951-），通讯作者，女，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医药治疗小儿肾脏疾病及结缔组织疾病。

用忍冬藤、青风藤、海风藤以祛风清热，解毒通络；关节肿痛
者，常用桑枝、络石藤以清热利湿，通络止痛；病程日久耗伤
气血，瘀阻肾络者，以鸡血藤、首乌藤养血补血，活血通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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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益气活血方治疗气虚血瘀证慢性心衰的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of Qixue
Xueyu type with self-made Yiqi Huoxue recipe
张 斌 毛秉豫
（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天津，3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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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益气活血方治疗气虚血瘀证慢性心衰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2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 32 例及治疗
组 30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西药抗心衰治疗，治疗组在常规西药抗心衰治疗基础上加用自拟益气活血方治疗，观察两组的各项指
标。结果：两组治疗后心衰积分及中医症状积分均较治疗前均下降、LVEF 及 6min 步行实验较治疗前均增加，BNP 较治疗前下降
（P<0.05）
；且治疗组在 LVEF、BNP、6min 步行距离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自拟益气活血方配合西药治疗充
血性心力衰竭气虚血瘀证，疗效优于单纯西药常规治疗。
【关键词】 心衰；气虚血瘀；益气活血方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iqi Huoxue recipe on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of Qixue Xueyu
type. Methods: 6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2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30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elf-made Yiqi Huoxue recipe more. Results: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scores and TCM symptoms scores decreased and LVEF and 6 minute walking experiment increased and BNP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In treated group, the improvements of LVEF, BNP and 6 minute walking distance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self-made Yiqi Huoxue recipe and modern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congestive
heart-failure.
【Keywords】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Qixu Xueyu; Yiqi Huoxue recip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4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病的最终结局，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

神病、恶性肿瘤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合并活动期消化性溃

健康的综合症，它已成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住院和死亡的常见

疡及其它出血性疾病者；近 3 个月内参加过或正在参加其它临

病因。笔者在常规应用西医抗心衰的治疗基础上采用益气活血

床试验者。

方治疗气虚血瘀证心衰取得了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2 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62 例心衰患者全部来自 2011 年 2 月～2012 年 7 月在南阳

两组均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包括血管扩张剂、利尿剂、β
受体阻滞剂、强心剂等药物。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自拟益气
活血方（黄芪 40～60g，党参 20g，丹参 15g，川芎 10g，三七
10g（冲服）
，白术 20g，茯苓 20g，薏苡仁 30g，陈皮 12g，泽

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住院患者，依据其住院先后顺序随即分成治

泻 10g，车前子 10g（包煎）
。两组病人均治疗 15d 为 1 个疗程，

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男 18 例，女 14 例；年龄 52～68 岁，

2 个疗程结束后给予疗效判定。

平均 67.5 岁；平均病程 5 年。对照组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1.3 观察指标

49～70 岁，平均 65.5 岁平均病程 4 年。两组治疗前一般资料

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积分变化，治疗前后左室射血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入选标准：符合

数（EF）
、血浆脑利钠肽（BNP）及 6min 步行实验。

西医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诊断标准[1]；心功能分级（NYHA 分

1.4 疗效判定标准

级）属于 I、II、III、IV 级者[1]；符合中医气虚血瘀证标准[2]；

心功能疗效根据心功能 NYHA 分级评定疗效。显效：慢

年龄 40～80 岁；签署知情同意书，志愿受试者。排除标准：

性心衰基本控制，心功能提高 2 级以上，各种症状消失或明显

不符合上述西医诊断标准与中医证候诊断标准者；合并未控制

好转；有效：心功能提高 1 级，但不及 2 级，各种症状有所改

的高血压；合并严重心律失常；合并肝、肾、造血系统等；因

善；无效：心功能提高不足 1 级，甚至恶化。中医症候疗效：

洋地黄药物中毒所致的心衰症状加重者；血糖未满意控制的糖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制定，显效：中医临床

尿病患者；过敏体质者或对本药过敏者；严重原发性疾病及精

主次症基本或完全消失，治疗后证候积分为 0 或减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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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治疗后证候积分减少≥30%；无效：治疗后证候积分减
少不足 30%。

12、10、6 例。治疗组总有效率 93.75%高于对照组的 78.3%，

1.5 统计学方法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

应用 SPSS13.0 软件经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
2

用 x 检验，P 值<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2.2 两组治疗前后心脏超声 EF、血浆 BNP 及 6min 步行距离的
变化
治疗组在 LVEF、BNP、6min 步行距离改善情况均优于对

果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1 心功能改善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心脏超声 EF、血浆 BNP 及 6 分钟步行距离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别
LVEF（%）
39±12

治疗组

40±13

对照组
*

BNP（pg/ml）

6min 步行距离（m）

974±208

LVEF（%）

151.5±65.4

980±211

59±8

153.4±74.6

*△

50±2

*

BNP（pg/ml）

6min 步行距离（m）

*△

375.6±45.9*

△

360.7±60

586.36±75

*

*

288.3±46.7

△

注： 治疗前后比较 P<0.05，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3 中医总疗效比较

（P<0.05）
。

治疗组显效 9 例，
有效 18 例，
无效 4 例，
总有效率为 87.5%；

2.4 中医症状评分比较

对照组显效 2 例，有效 17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 63.33%，治
疗组改善中医症状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西药＋中药组中医症状的改善优于西药组，且差异有显著
性（P<0.05）
，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症状评分比较
对照组

组别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2.52±0.69

2.31±0.72

2.67±0.61

1.47±0.51*#

5.24±1.36

3.59±0.82

*

胸痛（闷）

5.23±2.94

2.83±1.02*#

气短

5.10±1.37

4.79±1.23

5.40±1.30

2.94±1.01*#

乏力

5.03±1.38

4.62±1.42

5.33±1.21

2.93±1.03*#

下肢水肿

7.66±2.06

5.38±1.24*

8.10±1.95

4.40±1.52*#

口唇紫暗

2.52±0.69

2.31±0.71

2.67±0.61

1.54±0.57*#

面色晦暗

0.90±0.31

0.85±0.35

0.90±0.32

1.49±0.47*#

心悸

注：*治疗前后比较 P<0.05；#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内科常见的危重病和疑难病。该病相当于
中医中“心悸”
、
“怔忡”
、
“喘证”
、
“水肿”
、
“痰饮”
、
“心水”
等病证，其基本病机属本虚标实之证，其中气虚、阳虚为主，
标实以血瘀、水泛为主。我师认为慢性心衰的主要病机属本虚
标实，心气虚为本，血瘀为标。即气虚则运血无力，血行不畅，
凝滞而瘀，血瘀又可加重气虚，气虚及瘀血内阻则水津不布，
流溢于脉外，潴留于组织脏腑之间形成水肿。所以，我们临床
治疗时以益气活血为基本大法，以益气活血为首要任务。方中
黄芪、党参为君，大补元气，使气旺以促血行，祛瘀而不伤正
气；气旺以促津行，行津利水，则水肿自消。丹参、川芎、三
七为臣，活血化瘀，通经止痛。茯苓、白术、薏苡仁，健脾渗
湿；陈皮行气宽中；泽泻、车前子，利水消肿；诸药合用益气
活血，利水消肿，通络止痛，使气血得以正常运行，诸证自愈。
本研究表明在常规抗心衰西药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益气活
血方可以明显改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结
果发现，对照组、治疗组 CHF 患者治疗后，反映心功能状态
的指标血浆 BNP 水平都有所下降，而治疗组的 BNP 水平下降

程度更明显。本研究的两组患者通过治疗后，血浆 BNP 水平
均明显下降，说明西医基础治疗或西医基础治疗加用益气活血
方均能明显改善患者心衰的心功能状态，但加用益气活血方
后，其疗效更显著。另外，本组实验表明自拟益气活血方联合
西药治疗慢性心衰气虚血瘀证患者能明显改善胸痛（闷）、下
肢水肿、气短、乏力、心悸、口唇紫暗、面色晦暗等中医症状，
联合应用西药和中药对于中医症状的影响优于单用西药组。
综上所述，自拟益气活血方配合西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气
虚血瘀证，疗效优于单纯西药常规治疗。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慢性心力衰
竭诊断治疗指南[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7,35(12):1079
[2]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80
[3]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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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辨证论治子宫功能性出血的临床观察与分析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reating 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in TCM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潘 敏
（广西藤县人民医院，广西 藤县，543300）
中图分类号：R2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36-02

【摘 要】 目的：通过对中医药辨证论治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效果观察，以期提高临床疗效、降低复发率。方法：按照 1∶1
比例将 78 例功能性子宫出血者分为中医药辨证论治组（观察组）和西药治疗组（对照组）
，在给予两组患者相应治疗的同时对临
床治疗效果、出血控制时间和复发率等相关内容进行观察与所得数据的统计学处理分析。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达 89.74%
与对照组无差异（P>0.05）
，出血控制、停止时间较对照组缩短（P<0.05）
，复发率则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中医药辨证论
治功能性子宫出血效果显著且复发率较低，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中医；辨证论治；功能性子宫出血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on
treating 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Methods: 7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9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9.74%, with no differences (P<0.05). The bleeding control time and cessation time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shorter (P<0.05), while the relapse rate was lower (P<0.05). Conclusion: TCM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Keywords】 TCM; Treat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5
功能性子宫出血是一种由神经内分泌失调所致的子宫异

本组 78 例功能性子宫出血者均来自我院 2010 年 2 月～

常出血，该病属于非器质性疾病，好发于青春期及绝经期前后，

2011 年 3 月门诊患者，符合《妇产科学》[2]关于该病的诊断，

常引起月经周期、经量和经期不规则改变等临床表现[1]，对患

即经血非时而下或淋漓日久不止，月经周期和经量严重失常；

者生活质量造成极大影响，中医认为该病为“崩漏”且对其研

或月经周期正常，但下血量势急如崩，明显超过正常月经量；

究颇多，因此笔者利用中医药辨证论治功能性子宫出血，其效

或按期行经，但经期持续时间>30d 不净或短暂停药后又下血不

果满意，现报告如下，以飨同道。

止，崩漏交替或崩闭交替。将 78 例功能性子宫出血者按照 1∶

1

1 比例分为中医药辨证论治组（观察组）和西药治疗组（对照

资料与方法

组）
，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见表 1。

1.1 一般资料
表 1 一般资料
组别

n

青春期（n）

育龄期（n）

更年期（n）

平均初潮年龄（岁）

平均经期（d）

观察组

39

2

31

6

15.50±1.00

7.50±1.00

15.00±2.00

2.00±0.50

对照组

39

3

30

6

14.00±0.50

8.00±1.00

16.00±1.00

2.20±0.40

1.2 排除标准

平均不规则出血（d） 平均病程（月）

观察组根据中医药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即①血热内蕴型选

①全身或生殖系统导致的出血；②恶性肿瘤和子宫存在器

取沙参、生地、阿胶（烊化）各 20g，黄芩、地骨皮各 15g，

质性病变；③三个月内口服避孕药或是激素；④宫内存在节育

栀子、地榆炭和生藕节、棕榈炭及甘草各 10g；②气滞血瘀型

器；⑤进行过类似研究。

选取艾叶、茜根炭、海螵蛸、蒲黄炭及甘草各 10g，阿胶（烊

1.3 治疗方法

化）、白芍和生地黄各 20g，丹皮、五灵脂、三七（冲服）各

对照组给予西药治疗，如给予黄体酮 25～50mg/d、肌肉注

15g；③心脾两虚型：党参、龙眼肉、龙骨、牡蛎、茯苓、远

射、3～5d 止血，随即在月经第 5d 予以乙烯雌酚 0.5mg 口服、

志和酸枣仁各 20g，黄芪 30g，白术、地榆炭和益母草各 15g，

连用 20d，随后给予黄体酮、20mg/d 肌肉注射，连续予以 3 个

甘草 10g，以及当归 6g；④肝肾阴虚型：熟地 15g，山药 10g，

周期进行人工周期治疗。

山茱萸、牡丹皮、茯苓及桑寄生各 10g，乌贼骨 12g，沙参 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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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子、旱莲草各 10g，川断、杜仲各 10g，丹皮、五味子及

持续 10d 以内；③有效：月经周期较治疗前改善，月经量下降

牛膝各 12g；⑤脾肾阳虚型：仙茅、巴戟天各 15g，仙灵脾 12g，

1/3，经血时间持续 7d 以内；④无效：治疗后月经周期、月经

丹参、鸡血藤各 12g，紫河车、补骨脂、香附各 10g，熟地 15g，

量、持续时间与治疗前相比无变化。

桑寄生 12g、女贞子 10g；⑥气血两虚型：熟地 12g，黄芪 15g，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3.0 进行处理分析，P<0.05 时

当归 12g，川芎、白芍各 10g，党参 15g，茯苓、白术及炙甘草
各 10g。

说明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1.4 临床治疗效果评估标准

2

参考《中医妇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试行）
》[3]：①临床治
愈：月经周期、月经量、持续时间恢复正常且保持 3 个月以上；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见表 2。

②显效：月经周期接近正常，月经量较前下降 50%，经血时间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n（%）]
组别

n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39

19（48.72）

7（17.95）

9（23.08）

4（10.26）

35（89.74）

39

14（35.90）

10（25.64）

8（20.51）

7（17.95）

32（82.05）

对照组

◆

◆

注：总有效率相比 P>0.05。

2.2 两组患者出血控制、停止时间对比以及复发率对比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出血控制、停止时间对比以及复发率对比
组别

n

出血控制（h）

完全止血（h）

复发 [n（%）]

观察组

39

24.50±8.50

40.50±12.00

5（12.82）

对照组

39

38.60±10.00

59.00±15.00

13（33.33）

<0.05

<0.05

<0.05

P值

3

分

析

功能性子宫出血作为因卵巢功能失调导致的子宫异常出
血，对于该病的治疗以子宫内膜脱落法及雌激素内膜增长法或
清宫术为主[4]，虽有一定效果，但极易复发且药物不良反应较
多、依从性差，而中医对该病早有记载，例如《诸病源候论》
专立“崩中漏下候”
，
《医宗金鉴》曰“妇人行经之后，名曰经
漏”等。
鉴于此，笔者本次对 39 例功能性子宫出血者予以辨证论
治且与西药治疗进行对比研究，其中表 2 显示中医药治疗效果
与西药治疗无明显差异，但表 3 结果显示中医药治疗出血控制
时间、出血停止时间较西药治疗缩短且复发率低于西药治疗，
因此笔者认为中医药辨证论治功能性子宫出血效果显著，因为
本次治疗根据中医药理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
“塞流、
澄源”
、
“复旧”
、
“治崩宜升提固涩、治漏宜养血理气”等理论
予以相应治疗，例如血热内蕴型宜清热凉血、止血调经法，气
滞血瘀型则需理气活血、调经，心脾两虚型宜补气摄血、养心
健脾，肝肾阴虚型：滋补肝肾、调经止血，脾肾阳虚型健脾益
气、温肾调经，气血两虚型则补益气血、摄血调经等；根据以
上治疗原则采取相应中药对症治疗，例如本次清热凉血、止血
调经法选取生地滋阴血、棕榈炭收涩止血、生藕节和地榆炭等
清热止血、阿胶养血止血；理气活血、调经法中阿胶、艾叶养

血止血，三七、五灵脂和蒲黄炭可化瘀止血等；补气摄血、养
心健脾法中党参、黄芪补气培元、固冲摄血等。同时现代医学
研究也显示三七、棕榈炭、生藕节和地榆炭等止血药具有增强
毛细血管收缩力和受损血管内皮相互粘合的功效以及提升血
小板凝聚力、激活内源性凝血系统的凝血因子，党参、黄芪等
中药则可有效调节女性激素，使女性下丘脑-垂体-卵巢性腺轴
功能恢复正常而到达调经止血等目的[5]。
总而言之，中医药辨证论治功能性子宫出血效果显著且复
发率较低，值得临床推广且加以深入研究明确其机理。
参考文献：
[1]刘艳艳,刘运波,丛爱芳.中医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 40 例疗效观察[J].中国
中医药咨讯,2011,3(12):167
[2]乐杰.妇产科学[M].6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88
[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中医妇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试行)/陈贵廷,薛
赛琴.最新国内外疾病诊疗标准[S].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905
[4]房辉,王世康,刘小军.中医辨证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J].中国社区医师•医
学专业,2011,13(288):181
[5]鹿鸣瑞,刘金星.中医药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研究进展[J].中国民间疗法,
2005,13(10):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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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辛汤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The effect of the Qiangxin decoction against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 cardiac
function in patients
谢 钢

杨 林

曾立清

席 婧

（湖南省邵阳市中医医院，湖南 邵阳，4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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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强辛汤治疗慢性心力衰竭临床疗效及对心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80 例，随机分
成治疗组 40 例，采用西医常规加服强辛汤治疗；对照组 40 例采用西医常规治疗。两组均治疗 4 周。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治
疗组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5 %和 80 %（P<0.05）
，治疗组对 LVEF、LVDD、LVDS、VE/VA 改善优于对照组。结论：在西药
治疗的基础上，配合强辛汤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可提高临床疗效，改善心功能。
【关键词】 慢性心力衰竭；强辛汤；心功能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Qiang Xin decoc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the effects on
cardiac func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40 patients, treated with TCM and
Qiang Xin Decoction; control group for 40 patients, treated with conve ntional modern medicine.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4 weeks.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5% which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for 80% (P<0.05);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for LVEF, LVDD, LVDS, VE/VA was improved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Based o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chronic cardiac failure, the Qiangxin decoction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cardiac function.
【Keywords】 Chronic cardiac failure; Qiangxin decoction; Cardiac fun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6
我院内科应用自行研制中药复方制剂强辛汤治疗慢性心

能衰竭导致心力衰竭者，重度心力衰竭及内分泌系统、造血系

力衰竭，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能较好地改善心功能，现总

统等其他系统原发性疾病者。

结报道如下。

1.3 治疗方法

1

临床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

1.3.1 对照组
氢氯噻嗪片（山西亨瑞达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国药
准字 H14020118）25mg/次，1 次/d；依那普利片（山东绿因药

选取 2008 年 6 月～2012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或门诊，心功

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国药准字 H32022378）2.5mg/次，2

能 II、III 级，中医辨证属于心阳气虚、水瘀停滞证的慢性心衰

次/d，1 周后剂量倍增 1 次（已服用依那普利片者，起始剂量

患者 80 例。80 例患者按照纳入的先后顺序编号，采用随机数

可按原先剂量服用）；酒石酸倍他乐克片（阿斯利康制药有限

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0 例，其中男性 24

公司制药厂生产，批号：国药准字 H32025391）6.25mg/次，2

例，女性 16 例，平均年龄在（67.77±5.13）岁，冠心病 18 例，

次/d，如能耐受则 2 周剂量加倍（已服用倍他乐克片者，起始

高心病 22 例，心功能 II 级患者 19 例，心功能 III 级患者 21 例；

剂量可按原先剂量服用）。心功能Ⅲ级患者加用地高辛片（山

对照组 30 例，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平均年龄（68.10

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国药准字 H37020332）

±5.73）岁，冠心病 19 例，高心病 21 例，心功能 II 级患者 22

0.125mg/次，1 次/d；螺内酯片（江苏瑞年前进制药有限公司生

例，心功能 III 级患者 18 例。两组一般情况及心功能情况经统

产，批号：国药准字 H32020689）10mg/次，1 次/d。必要时加

计学处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具

用其他药物治疗：合并高血压，应使用降压药，合并感染，应

有可比性。

使用敏感抗生素，慢性心衰急性加重的给予相关治疗。

1.2 诊断标准

1.3.2 治疗组

慢性心衰诊断标准采用 Dramingham 的心衰诊断标准，心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中药强辛汤。强辛汤药物组成：黑

功能分级参照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1982 年标准，中

附片（先煎）10g，红参 10g，黄芪 30g，田七粉（包煎）10g，

医证型标准按照卫生部颁布的《中药新药治疗心力衰竭的临床

葶苈子 10g，茯苓 30g，炙麻黄 10g，白术 10g，杭芍 10g，泽

研究指导原则》2002 年版执行。排除由于肝、肾等重要脏器功

泻 15g，益母草 15g，肉桂 5g，磁石（先煎）20g，红枣 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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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甘草 10g 组成。由湖南省邵阳市中医院中药房统一煎药（由

1 级，症状、体征及各项检查有所改善；无效：心功能无明显

高压浓缩煎药机煎取 200ml 药液，分装二袋）
，1 剂/d，分 2 次

变化，或加重，或死亡。

口服。

1.6 医学统计方法

两组均以 4 周为 1 个疗程，连续服药，在观察期间停用其

两组样本均数比较用 t 检验；
多组样本均数比较用 F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它中西药物。
1.4 观察项目

结

2

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应用心脏彩色多普勒评价

果

2.1 治疗后心功能疗效比较

其心功能改善情况。

由表 1 可知，治疗组的有效率为 95%，对照组为 80%，两

1.5 疗效评定标准
临床近期治愈：心功能恢复至 I 级，症状体征基本消失，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

各项检查基本恢复正常；显效：心功能进步 2 级以上，而未达

上加用强辛汤，结果疗效优于单纯常规西医治疗，说明强辛汤

到 I 级，症状、体征及各项检查明显改善；有效：心功能进步

能较好地改善心功能。

表 1 治疗后心功能疗效比较 [n（%）]
组别

n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40

19（47.5）

17（42.5）

2（5）

2（5）

40

对照组

12（30）

16（40）

4（10）

总有效率（%）
95
*

8（20）

80

*

注： 表示 P<0.05，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2.2 治疗前后 Lee 氏心衰积分比较

分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意义，表明治疗组能更好地改善患者

由表 2 可知，治疗前两组比较 Lee 氏心衰积分无统计学意

的西医症候。

义（P>0.05）
，具有可比性；经治疗 4 周后，治疗组 Lee 氏积
表 2 治疗前后 Lee 氏心衰积分比较（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0

10.94±3.62

3.81±2.11

对照组

40

11.21±3.79

△

5.36±2.12

﹟

﹟﹡

注：治疗前组间比较： P>0.05；同组治疗前后比较： P<0.05；治疗后组间比较：*P<0.05。
△

﹟

2.3 治疗前后心脏超声指标比较

分数，改善 E/A 比值，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由表 3 可知：两组均能缩小 LVDD、LVDS 提高心脏射血
表 3 治疗前后心脏超声指标比较（ x ± s ）
治疗组（n=40）
治疗前
LVEF（%）

治疗后

44.9±6.59

LVDD（cm）

4.58±1.14

E/A

0.65±0.15
△

治疗前

62.46±6.84

6.02±1.01

LVDS（cm）

对照组（n=40）

﹟

5.14±0.98

﹟

3.70±0.93

﹟

1.29±0.17

﹟

﹟

治疗后

45.48±7.42

△

58.50±7.88

6.07±0.96

△

5.61±1.03

4.61±1.10

△

4.11±0.86

0.66±0.12

△

1.09±0.14

﹟﹡

﹟﹡

﹟﹡

﹟﹡

*

注：治疗前组间比较： P>0.05；同组治疗前后比较： P<0.05；治疗后组间比较： P<0.05。

LVEF 为左室射血分数；LVDD 为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阳气虚，运血无力，导致血液瘀滞，经络不通，而至水瘀停滞。

LVDS 为左室收缩末期内径；VE 为舒张早期血流峰值速度，

本病以心阳气虚为本，水瘀停滞为标，二者相互影响，造成恶

VA 为舒张晚期血流峰值速度。

性循环。基于这种认识，在临床上采用益气、活血、利水三法

3

讨

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器质性或功能性心脏疾病使心

并用，常常能够收到理想的效果。
强辛汤由黄芪、红参、黑附片、田七、茯苓、益母草、葶
苈子等组成。方中重用黄芪补气行血利水为君，红参大补元气，

室射血能力受损的一种综合征，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治

制附子助阳通脉，三七活血化瘀，茯苓、益母草利水消肿，白

疗非常棘手。虽然西药控制心力衰竭意义己非常肯定，但临床

芍养阴缓解诸药之辛燥。诸药合用，共凑温阳益气、活血利水

中心力衰竭患者病情多较重，且年龄普遍偏大，症状也比较复

的功效。药理研究：黄芪含有黄芪甙、黄芪甙元，具有强心利

杂，对患者的症状改善尚有欠缺，效果不很理想。通过我院心

尿作用，对衰竭的心脏的强心利尿作用更明显[1]；人参、制附

内科的多年研究，发现慢性心力衰竭在中医方面主要表现为心

子组成参附汤，为治疗心衰的常用方剂，能增强心肌收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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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扩冠，减少心肌细胞氧耗量[2]；三七、益母草抗血小板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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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衰竭病人心脏功能的检测和治疗前后对照比较，发现两组均

课题项目：

能缩小 LVDD、LVDS，提高心脏射血分数，改善 E/A 比值，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提示强辛汤能较好的改善慢性心衰患者心

本课题为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

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
总之，在西药治疗的基础上，配合使用中药强辛汤可明显
提高临床疗效，改善病人心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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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药煎药方法对药效的影响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ecocting methods 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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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探讨不同中医煎药方法对药效的影响。方法：选取黄连解毒汤、四物汤、四逆散、保和丸等 4 个传统方剂

分别采用现代煎药机与传统煎药方法进行煎药，对比两种方法的煎出率。结果：现代煎药机煎药法操作规范的，可从多方面进行
质量控制，药物煎出率高，且煎出的药剂有效成分含量高，各方面指标均优于传统煎药法。结论：现代煎药机煎药法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关键词】 中药煎药；现代煎药机；传统煎药法；药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CM decocting methods on efficacy. Methods: Huanglian Jiedu
decoction, Siwu decoction, Sini decoction and Baohe pill were selected for comparison the decocting rate of modern decocting machine
and traditional decocting method. Results: Modern decocting machine was formal in operation and can be undertaken quality control in
many ways. It was higher in both decocting rate and decocting content of active constituents than traditional decocting method. Conclusion:
Modern decocting machine was worthy for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decocting medicine; Modern decocting machine; Traditional decocting method;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7
中药汤剂是我国应用最早、最广泛的一种药物剂型，由

药，从而影响了中药的疗效，甚至产生毒副作用，危害患者

于其制备简单、吸收快，奏效迅速，特别是能适应中医辨证

健康。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煎药机的出现在某种程

施治、可随临床需要加减配伍药物，充分发挥中医方剂中各

度为人工煎药提供了一种替代模式。机煎药的整个煎煮过程

药的配伍效用，几千年来深受广大医患的喜爱。煎药是中药

是在一个密闭加压系统中进行，再加上最后一个挤压过程，

汤剂使用必不可少的手段，煎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药物

使药渣中所含有效成分充分挤压出来，发挥了最佳药效，煎

的疗效。目前，中药煎煮一直采用传统的药罐煎药法，此法

剂的质量也大大提高，从而使汤剂制备成为方便、卫生的工

工作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能源消耗大，药液易焦化，不卫

作，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符合现代社会的医疗需要。近年煎

生，加之患者可能受条件限制无法煎煮中药，或不懂煎煮中

药机的使用越来越多，很多医院、药店已经代替了传统的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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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方法而被普遍应用 [1] 。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

2

多患者，甚至包括医药工作者在内，对机煎药还持怀疑态度。
本文选取黄连解毒汤、四物汤、四逆散、保和丸等 4 个传统

2.1 煎药方法
煎药机煎液取上述四个传统方，加水适量浸泡 30min 中后

方剂分别采用现代煎药机与传统煎药方法进行煎药，对比两

别放入煎药机内，再加水至将药液浸没，调节压力为 1～

种方法的煎出率，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方法及结果

1.25kg，110℃煎煮 45min 各得煎液 500ml。

仪器与方剂

传统煎法煎液取上述四个传统方，首先，将药材用清水泡
透，放入煎器内，加水至超过药面 3～5cm，用武火煮沸后，

1.1 仪器

改成文火。煎煮至规定时间后，趁热及时滤出药液，备用。然

本研究所使用的仪器包括：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后，重新往药渣内加入热水，加水量比第一次略少，先武后文，

YFY13/2 密闭煎药机、内径 14.2cm 的普通砂锅、日本岛津电

重复第一煎的方法。最后将两次的煎液合并，混合均匀，各得

子分析天平、上海中药机械厂生产的粉碎机和多功能消毒烤
箱、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医用离心机厂生产的离心机、水浴

煎液 500ml。

锅、层析柱等。

2.2 有效成分测定
4 个传统方剂采用现代煎药机与传统煎药方法各制造 2 组

1.2 方剂

样品，分别测定并记录黄连解毒汤中的小檗碱、四物汤中的阿

本研究纳入的四个方剂为黄连解毒汤[2]（黄连、黄芩、黄
柏、栀子）
、四物汤（当归、川芎、熟地黄、芍药）
、四逆散（枳

魏酸、四逆散中的芍药苷和保和丸中的总有机酸的含量。

实、芍药、甘草、柴胡）
、保和丸（神曲、山楂、陈皮、半夏、

2.3 结果
两种方法煎出率的比较，见表 1。

茯苓、连翘、莱菔子）
。
表 1 煎出率比较（%）

3

讨

组别

小檗碱

阿魏酸

芍药苷

总有机酸

传统煎药法 1

0.642

0.030

0.218

1.504

传统煎药法 2

0.633

0.029

0.220

1.530

现代煎药机法 1

0.733

0.043

0.292

1.768

现代煎药机法 2

0.740

0.045

0.300

1.788

论

传统煎药法一般是将药材放到砂锅内，加水浸泡，直火加
热，先文火后武火，两煎后合并药液分次服用。在长期的实践
过程中，煎药者一般是患者的挚爱亲朋，有较高的信任度，因
而感觉疗效也就最好。
传统煎药的优点：①能按煎药要求，调整火候；②对有些
药物可根据病情进行适当的煎煮，其中特殊药物煎煮法包括：
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泡服、冲服、烊化等[3]；③传统煎
药法方便、经济实惠，经过长期实践疗效得到了肯定。
传统煎药的弊端：①传统煎药法操作繁琐，易受条件的限
制，易受煎药者素质的影响；②药物过滤不太纯，有很多沉淀
物，易发生糊锅、粘锅；③携带不便，不适合出差旅行，不适
合现代生活节奏；④煎煮时蒸气较大，造成煎剂有效成分含量
差别很大，不稳定；⑤只能临时煎制，不宜多量贮备。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除传统的煎药法外，出现了远红
外煎法、常压煎煮、高压煎煮等新式煎煮法，并逐渐发展为密
闭高压煎药机，这类方法称为现代煎药法。
现代煎药法的优点：①药液通过自动包装机真空灭菌包
装，保质期可达 2～3 个月，便于存放、携带和服用；②封闭
式煎煮，有效地减少了挥发性成分如挥发油的损失，同时减少
了空气的氧化作用，使易氧化聚合的有效成分增加；③发药比
较简便，减轻了工作量；④室内蒸汽少因而干净、卫生。

现代煎药的弊端：①煎药时间过长，这对一些治疗性的
药物损害太大，对芳香开窍或治疗感冒的药物经长时间的煎
煮，有效成分会受到破坏[4]； ②缺乏两煎合并、先煎、后下、
文火、武火等传统的特殊煎药方式；③保管不妥还会使药物
变质；④煎药机价格昂贵，体积较太，煎药费也较高，不易
让患者接受。
通过本研究比较，我们发现从有效成分的煎出率来看，现
代煎药机法比传统煎煮方法要高一些，药物所发挥出的临床效
果相对也较好。现代煎药机煎药法操作规范，可从多方面进行
质量控制，药物煎出率高，且煎出的药剂有效成分含量高，各
方面指标均优于传统煎药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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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对盲肠切除导致肠道损伤大鼠肠粘膜屏障的
保护作用
Protective effect of Dahuang on intestinal mucosa injury of rats induced by
appendix resection
李 宁 1 韩振国 2
（1.山西医科大学普外科硕士研究生，山西 太原，030001；2.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山西 太原，03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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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黄对盲肠切除导致肠道损伤大鼠肠粘膜的保护作用。方法：30 只雄性 SD 大鼠随即分为 3 组，每
组 10 只，第一组为普通肠内营养组（EN 组）
，第二组为（EN＋大黄组）
，第三组为空白组，EN 组和（EN＋大黄组）分别行盲肠
切除＋胃造瘘置管手术联合使用阿莫西林＋甲硝唑，EN 组于术后 7d 给予能全力；大黄＋EN 组在能全力基础上添加大黄 0.25g/
只。观察肠道形态学，肠道粘膜通透性，测定血浆 D-乳酸及肠黏膜 occludin 蛋白。结果：EN 组肠黏膜明显萎缩，其绒毛高度、
黏膜厚度、隐窝深度及绒毛表面积均显著低于其他各组（P<0.05）
，血浆 D-乳酸值明显升高（P<0.05）
，小肠粘膜 occludin 蛋白含
量则明显降低（P<0.05）
。结论：大黄对盲肠切除大鼠的肠上皮屏障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可以有效地维持肠上皮的形态，结构及屏
障功能。
【关键词】 盲肠切除；胃造瘘；大黄；肠内营养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stinal mucosa protective effect of Dahuang on rats of intestinal tract damage induced
by appendix resection. Methods: 30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10 in each group. The first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enteral nutrition (EN group), the second group was given Dahuang more (EN＋Dahuang group), while the third group was the
control group. EN group and EN＋Dahuang group were given appendix resection and stomach fistulization combined with Amoxicillin and
Metronidazole, respectively. EN＋Dahuang group was given Dahuang 0.25g more. The intestines morphology and intestinal mucosa
permeability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contents of plasma D-Lactic Acid and mucosa Occludin pertain were detected. Results: In EN
group, intestinal mucous membrane shrunk obviously, the villus height, mucosa thickness, recessus depth and villus surface are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ther groups (P<0.05). Plasma D-Lactic Aci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and the content of mucosa Occludin
pertai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 Dahuang had significant protective effect on intestinal tract damage rats induced by
appendix resection.
【Keywords】 Appendix resection; Stomach fistulization; Dahuang; Enteral nutri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8
大黄具有泄热通便、凉血解毒及逐淤通经之功效，本试验
主要研究大黄对盲肠切除后致肠道损伤的大鼠小肠粘膜屏障
功能的保护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实验仪器及试剂
山羊抗大鼠 Occludin 抗体（SIGMA 公司提供）
；免疫组化
试剂盒和显色剂 DAB-0031（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能
全力（纽迪西亚公司）
。
1.2 实验方法
1.2.1 分组
将 30 只雄性 SD 大鼠（180～200g）随即分为 3 组，每组

1.2.2 动物模型的建立
空白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给予普通大鼠专用饲料
（400kcal/100g，由山西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喂养，10g/
（100g•d）
。
将 EN 组与（EN＋大黄）两组大鼠适应性喂养 5～7d 并禁
食 12h 后用于实验，按 100mg/kg 体重计算戊巴比妥钠的用量
进行麻醉，备皮，常规消毒铺巾，沿腹正中线切开，在腹腔下
方找到盲肠将其提至切口处。用两把止血钳分离钳夹盲肠系
膜，从两止血钳间剪断后分别结扎。在距盲肠末端 1.5cm 处用
止血钳压榨，用丝线沿压榨处结扎，于结扎线远端 0.2～0.3cm
处切断盲肠，断端以络合碘消毒。在结扎线近段 0.3～0.5cm 处

10 只，第一组为普通肠内营养组（EN 组）
，第二组为（EN＋

环绕肠壁缝浆肌层荷包，收紧荷包线并将残端完全包埋，打结

大黄组）
，第三组为空白组。

后将盲肠还纳入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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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方法

量黏膜厚度和绒毛高度，隐窝深度、绒毛表面积，随机观察每

EN 组与（EN+大黄）大鼠采用经胃造瘘的途径，在胃体
前壁做荷包缝合，将胃固定悬挂于腹壁，用眼科剪在胃前壁

张切片 5 个视野，取其平均值。
1.3.2 血浆 D-乳酸的测定

荷包内剪一 l～2mm 左右的小口，将造瘘管末端插入胃内。

用肝素化的 5ml 注射器抽血后分离血浆，—80℃保存，采

收紧荷包上下的悬吊线，以方结固定，然后收紧荷包线以方

用酶偶联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清中 D-乳酸水平，检测方法严

结固定。

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术后大鼠停止自主进食，可自由饮水。手术当天及术后第

1.3.3 肠黏膜 occludin 蛋白的检测
取末端回肠组织冰冻切片。采用常规免疫组化 SP 法染色

1 天 EN 组与（EN＋大黄）组大鼠给予阿莫西林 50mg、甲硝

检测肠黏膜 occludin 蛋白表达。山羊抗大鼠 Occludin 抗体 1∶

唑 20mg 加水 lml 充分混合后将混悬液从胃造口管注入。
胃造口管每天予生理盐水冲洗，以防导管堵塞。EN 组给
予能全力；大黄＋EN 组在此基础上添加大黄 0.25g/只，手术

200，PBS 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 SPSS13.0，对数据进行分析。所有数据以表

后第 1、2、3d 分别给予总热量的 1/3、1/2、全量。连续喂养
7d。EN 配方见表 1。

示，采用方差分析（ANOVA）组间数据及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
组内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EN 液配方（每 100ml 溶液的含量）

结

果

配方

剂量

2

2.1 肠道形态学变化

能量（kJ）

425

氮量（mg）

600

碳水化合物

17.6g

态整齐而规则，无萎缩性变化及细胞坏死等表现。EN 组小肠

脂肪

1.7g

黏膜水肿、萎缩、坏死，损伤严重，肠绒毛排列紊乱、稀疏，

光镜下观察：空白组大鼠小肠上皮细胞排列整齐，绒毛形

1.3 检测项目及方法

部分肠绒毛完全脱落、上皮破损，基底膜损害，毛细血管充血，

1.3.1 肠道形态学检查

肠黏膜下层间质水肿，血管充血，黏膜层可见大量中性粒细胞

各组大鼠均在营养支持 7d 后采集标本，距回盲部 5cm 处

浸润；EN＋大黄组病变程度较 EN 组轻，与空白组无明显差异，

取回肠段约 1cm，生理盐水冲洗，10%福尔马林固定后石蜡包

肠黏膜各层炎性反应轻，肠黏膜绒毛大部分结构完整，只有少

埋，切片后 HE 染色，在显微镜下测量相关的形态学参数，测

许绒毛变短脱落。各组形态参数见表 2 及图 1。

表 2 各组大鼠小肠黏膜形态学参数测定结果（ x ± s ）
组 别

绒毛高度（μm）

腺隐窝深度（μm）

黏膜厚度（μm）

绒毛表面积（μm2）

Group

Villus height（μm）

Crypt depth（μm）

Mucosal thickness（μm）

Villus surface area（μm2）

空白组

178.92±21.34a

79.69±5.51a

276.25±17.23a

9225.1±885.62a

EN 组

163.39±8.19c

70195±5.83c

253.27±16.07c

8429.4±476.84c

172.34±15.29

大黄-EN 组

a

a

75.62±7.65

265.16±252.98

a

8929.2±884.07a

注：字母相同无统计学差异（P>0.05），字母不同有统计学差异（P<0.05）
。
表 3 各组大鼠小肠粘膜 occludin 蛋白含量累计光密度测定（ x ± s ）

空白组

EN 组

组别

空白组

EN 组

大黄-EN 组

累计光密度值

11.23±2.22a

8.25±1.44c

9.77±1.78a

注：字母相同无统计学差异（P>0.05）
，字母不同有统计学差异（P<0.05）
。

大黄-EN 组

图 1 各组大鼠小肠黏膜 HE×200

2.2 血浆 D-乳酸水平
表 2 各组血浆 D-乳酸（mmol/L）的变化（ x ± s ）
指标
血浆 D-乳酸
（D-lactate）

EN 组

空白组
3.06±0.43

a

4.38±0.37

空白组
大黄-EN 组

c

3.36±0.21

a

注：字母相同无统计学差异（P>0.05）
，字母不同有统计学差异（P<0.05）
。

由上表可以看出，EN 组与其余两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而空白组与 EN＋大黄组之间则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2.3 小肠粘膜 occludin 蛋白含量测定

EN 组

大黄-EN 组

图 2 各组大鼠小肠粘膜 occludin 蛋白含量免疫组化染色×200

由表 3 可知：各组大鼠小肠粘膜 occludin 蛋白含量空白组
各项与大黄-EN 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
。其它两组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
3

讨

论
本研究在大鼠盲肠切除致肠粘膜屏障损伤的动物模型基
（下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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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贴压对减轻四肢闭合性骨折患者术后
伤口疼痛的研究
Research on alleviating postoperative pains of four limbs closed fracture with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刘红梅
（东莞市中医院，广东 东莞，523000）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44-03

【摘 要】 目的：探讨耳穴贴压对减轻四肢闭合性骨折患者术后伤口疼痛的效果。方法：首先进行选穴：根据患者四肢骨折
的手术部位和术后诊断进行选取耳穴并进行贴压。取肾、肾上腺、神门、皮质下为主穴，如上肢骨折取肩、肘、腕穴为辅穴，下
肢骨折取膝、踝、趾穴为辅穴；尔后进行耳穴贴压：在患者术后返回病房 0.5h 内，使用 75%酒精棉球消毒耳廓待干，采用压痛法
用探针以轻、慢而均匀的压力寻找压痛敏感点，确认贴压治疗的耳穴刺激点。用莱菔子耳穴贴在相应穴位上贴敷，并予适当按压，
使耳廓有发热、胀痛感（即得气）
。每个穴位以 60～80 次/min 的频率进行按压，约 5 min/次左右，以患者感觉到酸、麻、胀为度，
3h/次，夜间入眠后则适当延长按压间隔时间，双耳交替。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心理护理干预。遵医嘱肌注或口服曲马多镇痛。采
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研究组患者术后 4h、8h、12h 和 24h 的疼痛程度较对照组减轻，使用曲马多止痛的病例
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四肢闭合性骨折术后的患者，采用耳穴贴压护理干预可有效地减轻术后疼痛，降低止
痛药的使用。
【关键词】 耳穴；骨折；术后伤口；疼痛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pplying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on traumatic patients with closed
fracture duringpostoperative pain management. Methods: In the study group, we chose the points of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according to
patients’ operative sites and postoperative diagnosis. The main points were Shen,Shenshangxian, Shenmen and Pizhixia. And the assistant
points were Jian, Zhou and Wan among patients with upper limb fracture, as well Qi,Huai and Zhi among patients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
Then, the treatment of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was used on them as follows. When patients got operations and were sent back to wards in
half an hour, their ears would be sterilized with 75% concentrations of alcohol. We use probe to seek the sensitive points and confirmed
them. Then, these related points were dressed with Laifuzi and pressed appropriately until their ears felt hot and painful. We pressed each
point in both ears about 60 to 80 times per minute and continued five minutes. Patients got the treatment per three hours and may feel ache,
swelling and numb. When they got sleep, we would prolong the interval of the treatment.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got routine
nursing care. According to the pain classification,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might get tramadol in oral or muscle by doctors’ prescriptions if
necessary. Results: The pain managements were better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4hours, 8hours, 12 hours and 24
hours after operations, and use less doses of tramadol, and could be adopted easily by patients (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could be used on traumatic patients with closed fracture during postoperative pain management and decrease the
dose of painkillers.
【Keywords】 Auricular point; Fracture; Postoperative care; Pai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19
临床上，四肢骨折术后的患者常常使用镇痛药物进行止痛
治疗，如阿片类镇痛药和非甾体抗炎药。而镇痛药使用不当，
则可能造成药物的耐受性、依赖性、毒性反应、精神反应、胃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入住我科，并确诊为四肢单一

肠道反应、肝肾功能损害、心血管系统损害等不良反应[1-3]。而

部位闭合性骨折且需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258 例，
男性 157 例，

祖国医学中的耳穴贴压作为非药物性镇痛的传统治疗方法

女性 101 例，年龄 16～65 岁，平均年龄（35±12）岁。使用

之一，操作简便、使用方便、无损伤和毒副作用，颇具发展潜

掷币法，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 127 例和对照组 131 例，所有入

力[4]。本研究采用耳穴贴压的非药物止痛方法，对四肢闭合性

选患者均无使用镇痛泵，同意接受耳穴贴压治疗，无认知障碍，

骨折术后患者伤口疼痛进行护理干预，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

能正确理解与交流，现无妊娠和哺乳，无严重心脏病、高血压

如下。

病、精神病及严重老年性痴呆病史，耳廓无炎症、冻疮或破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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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参照 WHO 疼痛程度分级标准[7]：0 级：无痛或稍微下坠

无药敏史。
1.2 方法

不适。I 级：轻微疼痛，可忍受不需应用止疼药物，不影响睡

1.2.1 研究组患者的选穴

眠，植物神经反应不明显，无全身不适。II 级：疼痛较重，口
服止痛药物可缓解，轻微影响睡眠。III 级：疼痛重，不能忍受，

根据患者四肢骨折的手术部位和术后诊断进行选取耳穴
并贴压。取肾、肾上腺、神门、皮质下为主穴，如上肢骨折取

严重影响睡眠，口服止痛药效果差，需肌注止痛药方能缓解。

肩、肘、腕穴为辅穴，下肢骨折取膝、踝、趾穴为辅穴[5]。

1.4 统计学方法

1.2.2 耳穴贴压操作方法和实验方法

使用 SPSS13.0 软件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在患者术后返回病房 0.5h 内，使用 75%酒精棉球消毒耳廓

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非正

待干，采用压痛法用探针以轻、慢而均匀的压力寻找压痛敏感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表示（M，

点，确认贴压治疗的耳穴刺激点。用莱菔子耳穴贴在相应穴位

QL-QU）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分类资

上贴敷，并予适当按压，使耳廓有发热、胀痛感（即得气）。

料使用 Pearsonx2 或 Fisher 精确检验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病例进

每个穴位以 60～80 次/min 的频率进行按压，每次约五分钟左

行统计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右，以患者感觉到酸、麻、胀为度，3h/次，夜间入眠后则适当

结

2

延长按压间隔时间，双耳交替。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心理护理

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

干预。必要时参考疼痛评估标准，遵医嘱肌注或口服曲马多镇

比较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性别比例、年龄分布、骨折部

[6]

痛 。

位和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观察和记录两组病例术后 4h、8h、12h 以及 24h 产生不同

2.2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比较

疼痛程度的例数；统计两组病例使用止痛剂例数；评价两组病

研究组患者术后 4h、8h、12h 和 24h 的疼痛程度较对照组

例对镇痛的效果评价和满意度。

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1.3 疼痛程度评估标准
表 1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段的疼痛程度比较
4h

n

组别

8h

12h

24h

疼痛分级

0

I

II

III

0

I

II

III

0

I

II

III

0

I

II

III

研究组

127

19

81

17

10

36

75

11

5

67

56

2

2

92

33

1

1

对照组

131

4

38

68

21

15

49

52

15

26

65

31

9

44

73

13

1

x2 值

59.776

59.730

48.634

42.269

P值

<0.05

<0.05

<0.05

<0.05

和 24h 使用曲马多止痛的例数较对照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研究组和对照组
患者使用曲马多止痛的情况研究组患者术后 4h、8h、12h

（P<0.05）
。见表 2。

表 2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使用曲马多止痛的情况
4h

组别

n

8h

12h

24h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114

8

119

3

124

1

126

106

19

112

12

119

7

研究组

127

13

对照组

131

25

124

x2 值

4.019

4.633

5.442

4.455

P值

<0.05

<0.05

<0.05

<0.05

2.4 研究组和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患者的满意度情况比较研究组患者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表 3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情况比较 [n（%）]
组别

n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研究组

127

105（82.68）

12（9.45）

10（7.87）

对照组

131

72（54.96）

26（19.85）

33（25.19）

x2 值

23.556

P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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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耳穴贴压中医护理技术来源于民间，以古老而科学的中医

论

理论为基础，融合于医疗之中，其简、便、廉、验的鲜明特色，

3.1 采用耳穴贴压能有效减轻四肢闭合性骨折术后伤口疼痛
骨折大多为各种外在因素所引起的局部损伤，传统中医认
为，局部损伤很可能会造成整体的失调而致气血阴阳失去平
衡、经络受损和脏腑功能失常，气滞血瘀，经脉受阻，不通则
痛。如果骨折时还出现内外出血、剧烈疼痛等状况时，或者术
中出血较多时，通常可导致气血阴阳或脏腑的虚损，进而影响
损伤的修复，但虚损表现并不一定只有在损伤后期才可能出
现，如果受伤的人，先天身体素弱、伤势过重或初期治疗不当
者，都有可能出现虚损，气血不足，经脉失濡，不荣则痛。气
血化生和运行与五脏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对耳穴敏感点的贴压
刺激，可实现相应经脉调和，气血通畅，阴阳平衡，脏腑功能
协调，通则不痛，荣则不痛。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肾上腺穴具有肾上腺和肾上腺皮质的
作用，有调节血管舒缩功能，具有消肿、消炎的作用；肾穴具
有止痛作用，通过刺激肾穴，可促使脑啡呔分泌增加，痛阈提
高。皮质下、神门可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同样具有止
痛、镇静、消炎的作用[5-6

，8]

。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耳穴贴压能

有效地减轻四肢闭合性骨折术后伤口疼痛。

在骨伤科护理工作中值得进一步推广和研究。
参考文献：
[1]Bossart M, Becker M, Hadji P, et al. Compliance, Analgesic Use and
Side-effect Protection within a German Cohort of the TEAM Trial[J].
Anticancer Res. 2012;32(9):3933-8
[2]杨宝峰,苏定冯,周宏灏.药理学(第七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166-192
[3]Benyamin R, Trescot AM, Datta S, et al. Opioid complications and side
effects[J]. Pain Physician. 2008;11(2 Suppl):S105-20
[4]叶恬吟,刘琴,郭立中.耳穴贴压治疗四肢关节疼痛 100 例[J].辽宁中医药大
学学报,2009;11(7):160
[5]徐秀华,邓永启,张丽华,等.耳穴贴敷法治疗骨折后疼痛 42 例[J].广西中医药,
1998;21(1):34
[6]吴杞.图解耳压疗法[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4-44
[7]Pergolizzi J, Böger RH, Budd K, et al. Opioid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severe pain in the elderly: consensus state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Expert Panel with focus on the six clinically most often used World Health

3.2 采用耳穴贴压大大降低了镇痛药的使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采用耳穴贴压护理方法后，
使用曲马多止痛的例数较对照组少（P<0.05）。采用耳穴贴压
不仅比单一使用镇痛药物的疗效好，并可减少镇痛药物的使
用，减少药物镇痛给患者带来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增进了患

Organization Step III opioids (buprenorphine, fentanyl, hydromorphone,
methadone, morphine, oxycodone). Pain Pract. 2008;8(4):287-313
[8]张军,柴维霞.耳穴贴压治疗断指再植术后疼痛 50 例[J].浙江中医杂志,
2011;46(9):650-1

作者简介：

者舒适度。
3.3 采用耳穴贴压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刘红梅，学历：本科；技术职称：副主任护师；工作单位：东莞市中

本研究中有 82.68%的患者表示满意，远远高于对照组

医院。

54.96%（P<0.05）
。该方法舒适度好、安全无创、无毒副作用、
操作简易、价格低廉，护理效果确定，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2111619（修回：2013-03-12）

都对此中医特色护理手段和效果表示满意。
（上接 43 页）
础上探讨大黄对肠道损伤大鼠的肠粘膜屏障的保护作用。结果
发现，大鼠盲肠切除后行肠内营养 1 周可引起肠粘膜萎缩甚至
坏死脱落，血浆 D-乳酸值明显升高，小肠粘膜 occludin 蛋白含
量明显降低，提示肠粘膜功能减退，肠通透性增加，肠道屏障
功能减低。在增加大黄的大黄-EN 组大鼠的肠道形态明显优于
EN 组，血浆 D-乳酸值明显低于 EN 组，小肠粘膜 occludin 蛋
白含量明显增高，各项数值与空白组大鼠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
义，提示大黄对盲肠切除大鼠的肠上皮屏障有明显的改善作
用，可以有效地维持肠上皮的形态，结构及屏障功能。大量临

参考文献：
[1]申冬珠,冯红.大黄对家兔内毒素性发热及脑脊液 cAMP 含量的影响[J].中
国病理生理杂志,1989,5(2):77
[2]陈聪敏,王文风.抗厌氧菌中草药的体外筛选[N].上海医科大学学报,1989,
16(5):399
[3]梁子钧,焦东海,刘训初.健康人口服中药大黄前后的血液流变学观察[J].
中西医结合杂志,1984

作者简介：

床和动物实验还证明：大黄对内毒素血症和厌氧菌感染有部分

李宁，第一作者，山西医科大学，普外科硕士研究生。

治疗作用，同时能抑制肠道内内毒素吸收和致病菌过度生长[1

韩振国，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副主任医师。

，2]

焦东海等还证明口服大黄后血浆 TXB2 下降非常显著。而 6 酮
PGF 下降不明显，提示大黄具有解除微循环障碍作用，与梁子
钧等[3]临床观察一致。大黄的这些药理作用为预防和治疗各种
病理因素所致肠粘膜损伤开拓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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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231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231 cas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ith
three step therapy
杜润霞
（沂源县人民医院，山东 沂源，256100）
中图分类号：R3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47-02

【摘 要】 目的：探讨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方法：通过辨证分型，用针刺加 TDP 配合中频综合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 231 例。结果：治愈：129 例，好转 72 例，无效 30 例。结论：腰椎间盘突出症日益增加并趋年轻化，现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治疗方法甚多，笔者采用针刺、TDP、中频三步综合治疗，结果显示效果良好，安全可靠，实用性强。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综合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comprehensive therapy on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231 cas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ere treated based on symptoms and signs for classification of syndrome, and give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CM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Results: 129 cases were cured, 72 cases were improved, and 30 cases were invalid. Conclusion: Three step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cupuncture, TDP combined with intermediate frequency, show good effect, safety, reliability and strong
practicability.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Comprehensive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0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是指因腰椎间
盘退变破裂后突出，压迫脊髓或神经根所致的综合征。致病
的机理主要是由于腰椎间盘变性，纤维环破裂后髓核液释出

生。CT 或 MRI 可显示椎间盘突出的部位及程度。
2

临床资料

的糖蛋白和 β 蛋白对神经根产生强烈的化学性刺激所致，在

根据以上诊断标准确诊腰椎间盘突出症，231 例病例中，

人群中的发病率较高。疼痛主要是因为椎管内脂肪结缔组

男性 133 例，女性 98 例；L3、4 突出 36 例，L4、5 突出 109

织、韧带劳损产生的无菌性炎症反应，释放的化学物质积聚

例，L5/S1 突出 60 例，L3、4/L4、5 突出 15 例，L4、5/L5S1

引起。因此，及时解除神经根压迫，或消除非特异性炎症及

突出 11 例；病程 1d～25 年，年龄 15～76 岁。

减低局部酸中毒，才能从病因方面解除这种根性疼痛。临床
上一般采用单一的治疗效果不佳，为此，在临床上我科采用
针刺＋TDP 配合中频治疗仪进行综合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
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诊断标准
所有 231 例患者均为门诊病人，诊断参照参考如下：①本

病多发于 25～50 岁的人群，占整体患者数的 75%以上。性别

3

治疗方法

3.1 针刺治疗原则
根据疾病发展变化的性质决定，辨证施治，标本兼治，取
穴配伍。
3.2 针刺治疗方法
3.2.1 气血虚弱型辨证
腰腿隐痛反复发作或酸痛乏力，遇劳累加重，休息后减轻，

比例上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②突然的负重，有腰部扭伤史，

病情经久难愈，患者神疲纳差，面色少华，大便干少矢气，舌

慢性腰痛史。③90%以上的患者出现腰部疼痛症状，同时腰疼

质淡，脉沉细，治以健脾益气，养血调经，取穴关元、气海、

向臀部及下肢放射，咳嗽喷嚏时疼痛加重。④脊柱有代偿性侧

肾俞、命门、脾俞、养老、血海、足三里。毫针刺法，以补为

弯，腰椎生理弧度消失，病变部位椎旁有压痛，并向下肢放射，

主，1 次/d，30min/次，10d1 个疗程。

腰部活动受限。⑤下肢麻木的发作一般在疼痛减轻以后或相伴

3.2.2 肝肾不足型辨证

时出现，麻木或感觉减退的区域与受累的神经根相对应。病程

老年患者多见，腰腿疼痛，缠绵难愈，肢体喜热怕冷，行

长者可出现肌肉萎缩，直腿抬高或加强实验阳性，膝、跟腱反

走不灵活，或肢麻无力，精神萎靡，男性阳痿或女性月经不调，

射减弱或消失，跨趾背伸力减弱。⑥X 线摄片检查脊柱侧弯，

舌淡苔薄白，脉沉细，治以补益肝肾，温经通络，取穴命门、

腰生理前凸消失，病变腰椎间盘可能变窄相邻边缘有骨质增

志室、肾俞、委中、太溪。毫针刺法，以补为主，1 次/d，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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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坐骨神经压痛点（＋），前屈后伸、侧弯、左右旋转等运

3.2.3 气滞血瘀型辨证

动受限，痛感剧烈。经我院 CT 检查为 L4、L5 椎间盘突出症

有腰部外伤史，腰腿疼痛剧烈，腰部刺痛或如刀割，下肢

（L4、L5）
。诊断：①：腰椎间盘突出症（L4-L5）②：腰腿痛

串痛有放电感，腰部活动受限，患者神情紧张，舌质暗淡或有

综合症中之中医辨证为气滞血瘀型。治疗：首先为患者做电脑

淤血，脉弦紧或涩。治以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取穴人中、腰

中频消炎止痛治疗机治疗，然后再进行针刺治疗，同时配合

俞、大肠俞、环跳、委中、阳陵泉、绝骨、昆仑。毫针刺法，

TDP 局部照射。治疗一个疗程后症状减轻，能下地行走，持续

以泻为主或平补平泻。委中穴可用刺络放血法，不留针，隔日

治疗 2 个疗程后所有症状消失，直腿抬高 90 度，随访 2 年，

1 次，7d 为 1 个疗程。

情况稳定。

3.2.4 寒湿阻络型辨证
多因寒凉发病，腰痛较重，冷痛麻木，患肢关节屈伸活动
不利，遇寒加重，得暖则舒，舌质淡，苔薄白，脉沉迟。治疗

6

讨

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于中医学中“腰痛”
、
“腰腿痛”、
“痹症”

祛寒除湿，通络止痛。取穴腰阳关、命门、肾俞、腰俞、次髎、

范畴。腰椎间盘突出症系腰椎间盘发生退行性变，或外力作用

秩边、阳陵泉、昆仑。毫针刺法平补平泻，1 次/d，每次留针

引起腰椎间盘内、外压力平衡失调，均可使纤维环破裂，导致

30min，10d 1 个疗程。

腰椎间盘的髓核突出，压迫神经根、血管、脊髓、马尾神经而

3.3 TDP 治疗方法

引发此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治方法多种多样，保守治疗腰

具体治疗方法：为患者针刺穴位完成后，对准患者病变部

椎间盘突出效果肯定，其镇痛方法多种多样，能保守不手术治

位照射 TDP，高度以 30～40cm 为宜，照射时间为 30min，10d

疗为广大临床医师所共识。综合的非手术治疗更是被广大患者

为 1 个疗程。

容易接受。手术治疗方面在常规手术虽然技术上比较成熟，但

3.4 中频治疗仪治疗方法

手术后的恢复及并发症的产生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具体治疗方法：可以在针刺治疗前或针刺治疗后，为患者

我们科采用针刺、TDP、中频三步综合治疗，取得了良好

进行中频治疗。我们科用的是山东乐陵市医疗器械厂生产的电

的效果，大大缩短了疗程，提高了临床治愈率。针刺可调和气

脑中频消炎止痛治疗机，型号是 KL-88 型，有 14 个处方，可

血，疏通经络，化瘀止痛，补益肝肾。研究证实，针刺能降低

根据不同疾病选择不同处方，治疗时间为 20min/次，10d 为 1

神经末梢的兴奋性，促进肌肉松弛，缓解肌肉痉挛，扩张周围

个疗程。

血管，改善病变部位的血液循环，促进局部代谢机制，提高抑

4

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痛物质或转化致痛物质，提高了痛阈，故可取得解痉镇痛效果。
TDP 即特定电磁波治疗器，是由 30 多种营养元素分子，以独
特的“晶格”形式构成的，它在特定温度的激发下所产生的辐

分为腰痛治愈、好转、无效三级。①治愈：腰腿痛消失，

射波，能使患者的血清离子浓度恢复正常值，改善深层组织的

直腿抬高 70°以上，能恢复工作；②好转：腰腿疼痛减轻，腰

血液、淋巴循环，血管扩张，血流加快，组织通透性增高，加

部活动功能改善；③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

速炎症吸收。对患者进行 TDP 治疗，可起到消炎镇痛，改善

4.2 疗效结果

血液循环，促进组织生长及修复功能，纠正机体功能紊乱等作

每 2 个疗程间隔 1 周，经过 2～3 个疗程，临床治愈 129

用。中频电流能进入人体深部，起到按摩作用，促进静脉和淋

例、好转 72 例、无效 30 例，根据跟踪随访及统计无效病人均

巴的回流，消除疲劳，缓解痉挛，进一步加强止痛效果，当应

在 45 周岁以上，发病时间长，伴有不同程度的椎间盘纤维化、

用变频时，则出现间断地挤压，揉捏肌肉感，如同按摩手法中

老化、椎管不同程度的狭窄，后经微创手术后治愈。

的揉捏，其深度、力度又是人手所不及的。因此利用不同的波

5

典型病例

形、频率及节奏组合成一组有效的治疗处方，可实现物理疗法
和针灸相结合的中西医综合治疗效果。

患者甲，47 岁，男，县盐业局职工，2010 年 9 月就诊，

笔者认为临床实践过程中如果能够做到诊断明确，病例选

腰腿痛 3 年半，经中西医治疗效果不佳，前来就诊。主诉，腰

择适宜（明确的适应症），就可以得到优良疗效，故建议对轻

部经常疼痛，一周前，因搬盐用力，当即感腰部疼痛难忍，并

症、病程短的患者优先考虑保守治疗，充分利用针灸、理疗等

放射到右下肢，由人抬送就诊。现病史：腰腿疼痛，右侧剧烈，

操作方便、痛苦小、效果明确的优势。保守治疗三个疗程以上

有时有闪电样疼痛，不能坐立和行走。查体：痛苦表情，卧不

无效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手术适应症选择手术方式。

能翻身，舌质暗紫，舌苔薄黄，脉沉涩。脊柱（—）L4-L5 间
有明显压痛，且拒按，直腿抬高试验及加强试验（＋）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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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配穴治疗肩周炎 30 例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0 cases of shoulder periarthritis with
upper-lower selection of acupoints
林 飞 1 杨春雪 1 时国臣 2（指导）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
中图分类号：R323.4+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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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上下配穴治疗肩周炎的疗效。方法：本课题将 60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针刺肩贞、肩隅、肩前、肩髎、曲池、外关、条口，承山；对照组针刺肩贞、肩隅、肩前、肩髎、曲池、外关。比
较两组的效果。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30/3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6.67%（25/30），治疗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结论：运用上下配穴治疗肩周炎疗效理想，可明显减轻疼痛症状、改善关节功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 针刺；肩周炎；上下配穴；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upper-lower selection of acupoints on treating shoulder periarthritis.
Methods: 60 patients of shoulder periarthr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acupunctured on Jianzhen, Jianyu, Jianqian, Jianliao, Quchi and Waigua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acupunctured on Jianzhen, Jianyu,
Jianqian, Jianliao, Quchi, Waiguan, Koutiao and Chengsha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100%,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6.67%. Conclusion: Upper-lower selection of acupoints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shoulder periarthritis, alleviating pains, improving joint func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Keywords】 Acupuncture; Shoulder periarthritis; Upper-lower selection of acupoints;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1
肩周炎，是以肩关节周围疼痛和功能障碍为主要症状的一
种常见病、多发病。本病多发于 50 岁左右的成人，女性多于

1.2 诊断标准
参照 1994 年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肩周炎

男性。早期表现仅以疼痛为主，或仅有轻微隐痛或肩关节不适，

的诊断标准评定。

束缚感；继则疼痛加重，夜间尤甚，常影响睡眠，肩关节也逐

1.2.1 肩部疼痛逐渐加重，昼轻夜重，不能侧卧于患侧。

渐完全受限；最后形成“冻结状态”。长期的慢性疼痛对患者

1.2.2 肩部活动受限，以上臂上举、外展、后伸、内旋为明显。

的工作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和痛苦。我们采用针刺肩贞、肩隅、

1.2.3 肩前、肩峰处有疼痛。

肩前、肩髎、曲池、外关、条口、承山为主治疗患者 30 例，取得

1.2.4 线无明显异常，病程久者可见骨质疏松。

了较为满意的疗效，报告如下。

1.3 疗效标准

1

资

料

1.1 一般资料
60 例患者均为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08 月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四科门诊就诊符合肩周炎纳入标
准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
肩周炎的疗效标准。
1.3.1 痊愈
肩部疼痛消失，肩关节功能活动完全或基本恢复。
1.3.2 显效
肩部疼痛消失，但劳累或气候变化时仍有酸沉感，可自行

治疗 30 组，男性 12 例，女性 18 例，年龄 46～58 岁，平均

消失，除后伸摸脊仅能达第 10 胸椎外，其他功能已恢复正常。

（51±3.33）岁；病程 1 个月～2 年，平均（9.67±6.08）年。

1.3.3 好转

对照组 30 例，男性 14 例，女性 16 例；年龄 44～56 岁，平
均（50±8.32）岁，病程 1 个月～2 年，平均（10.33±5.89）
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肩部疼痛消失，肩关节功能活动改善。
1.3.4 无效
治疗前后症状无改善。
1.4 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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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35×40mm 规格的华佗牌毫针，常规消毒，用指切法

1.4.1 符合诊断标准者。
1.4.2 年龄 45～58 岁者；1 个月《病程《24 个月》
。

进针，针刺患侧肩贞、肩隅、肩前、肩髎、曲池、外关；进针

1.4.3 非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后行提插捻转手法使之得气，病人感到酸麻胀，或针感放至手

1.4.4 近期未使用其他方法治疗，能积极配合，完成临床观察

指，留针 40min，20min 后行针 1 次。下肢取条口透承山，行

者。

提插捻转强刺激 30s，以患者能耐受为度，同时嘱患者活动患

1.5 排除标准

肢；l 次/d，10d 为 1 个疗程，治疗 3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1.5.1 不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及纳入标准者。

2.1.2 对照组

1.5.2 虽符合诊断标准但同时伴有明显的心、脑、肾及消化系

仅局部取穴针刺肩贞、肩隅、肩前、肩髎、阿是穴；l 次/d，

统等疾病的患者，可能影响疗效观察者；或伴有急性肩关节损

10d 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观察疗。

伤、肩关节结核、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者，或伴有严重骨质疏

2.2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版本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

松。
1.5.3 未按规定用药或再接受其他相关治疗，可能影响疗效观

理，治疗前后症状体征评分，用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察者。

（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临床疗效采用卡方检验。P<0.05

2

方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法

结

果

2.1 治疗方法

3

2.1.1 治疗组

3.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表 1 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10（33.33）

13（43.33）

7（23.33）

0（0）

100

对照组

30

5（16.67）

7（23.33）

11（36.67）

7（23.33）

76.67

由表 1 可知，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卡
方值为 5.192，P<0.05）
，说明总有效率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4

讨

论

法，在临床上较为广泛。如胃脘痛可上取内内关，下去足三
里；肾阴不足导致咽喉肿痛，可上取曲池或鱼际，下取太溪
或照海；阴挺（子宫脱垂）可上取百会，下取三阴交。
《灵枢•
终始》中曰：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上取之。王丽[1]

肩周炎即西医肩关节周围炎，是由于肩关节周围的肌肉、

认为条口为治疗肩周炎的经验穴，手足阳明经之气上下相接。

肌腱、关节囊等软组织发生的细菌性炎症，多由于肩周围软组

承山为膀胱经穴，可散寒舒筋止痉。条口清泄阳明经，祛邪

织发生充血、水肿、渗出，纤维组织增生、关节囊粘连等导致

通络。刘锦宏 [2] 也认为条口透承山为治疗肩周炎之经验穴，

肩周疼痛，活动受限。西医对肩周炎疼痛的治疗多采用抗炎镇

理气活血，舒筋活络，缓解肩关节肌肉的疼痛和痉挛。孙成

痛药物为主，现代医学试验则证明抗炎镇痛药物对胃粘膜的刺

胜[3]认为条口为足阳明胃经穴，足阳明多气多血，如其平调，

激较大且副作用明显不宜长期服用。

内外得养，五脏皆安。故刺条口穴能鼓舞脾胃中焦之气，令

而肩周炎在中医中属于痹症范畴，中医称为“漏肩风”、
“肩凝症”多因气血两虚，筋失所养；或因外伤劳损复感风
寒之邪，致气血瘀滞，经络痹阻，筋脉拘挛不通所致。孙思
邈在《千金方》中指出：
“凡病皆由气血壅滞不得宣通用针以
开导之”。《铜人》：“唐库狄钦，若患风痹，手臂不得伸引，
诸医莫能愈甄权针肩隅二穴，令将弓箭向垛射之如故”。针灸

其透达四肢，濡筋骨，利关节，驱除留着的风寒湿邪，使滞
泣的筋脉畅通，而透刺承山更加强了驱邪效果。
综上所述，上下配穴通过几穴配穴，共同达到疏通经络、
痛痹止痛之功，对肩周炎的治疗具有较好的疗效。
参考文献：

治疗肩周炎在临床上有很好的疗效，在选穴上：肩隅、肩髎、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肩贞均为局部取穴，可疏通肩部气血，活血祛风而止痛。
《灵

1994:202

枢 经脉》云：
“手少阳之别，名曰外关，去腕二寸，外绕臂，

[2]王丽.不同次序针刺治疗肩周炎 101 例[J].云南中医药杂志,2007,28(2):33

注胸中，合心包”依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原理，外

[3]刘锦宏.条口透承山配合局部温针灸治疗肩周炎 80 例[J].吉林中医药,

关可治肩痛不举。同时采用上下配穴法。上下配穴法是指将

2006,26(8):55-60

腰部以上或上肢腧穴和腰部以下或下肢腧穴配合应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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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骨肽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出、骨关节骨性关节炎等退行性病变和骨质疏松症
疼痛临床效果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degenerative diseases and osteoporosis
with complex bone peptide injection
孔祥波 1 节晓光 2 高 杨 1 田林涛 1
（1.贵阳中医学院研究生部，贵州 贵阳，550002；2.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中图分类号：R32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51-02

贵阳，550002）

证型：ADI

【摘 要】 目的：证明复方骨肽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骨性关节炎等退行性病变和骨质疏松症
疼痛效果显著方法，复方骨肽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退行性病变和骨质疏松症疼痛患者 77 例；结果：复方骨肽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
后止痛效果显著 结论：复方骨肽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操作简单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复方骨肽注射；穴位注射；中西医结合治疗；退行性病变和骨质疏松症；疼痛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plex bone peptide injection on treating degenerative diseases and
osteoporosis. Methods: 77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omplex bone peptide injection. Results: Complex bone peptide inje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relieving pains after injectio ad acumen. Conclusion: Complex bone peptide injection was simple in operation,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omplex bone peptide injection; Injectio ad acum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egenerative disease and osteoporosis;
Pai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2
复方骨肽注射液是一种骨科常用并经长期医疗实践及实

阿是穴或疼痛区域附近穴位。常规消毒后，5 或 10ml 空针抽取

验证明的有效西药制剂，该制剂静脉给药治疗风湿、类风湿性

复方骨肽注射液（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120605，

关节炎、骨质疏松、颈椎病等疾病，同时用于骨折及骨科术后

5ml/支，共 50ml）5ml 对所取穴位进行穿刺（穿刺方法和深度因

骨愈合，可促进骨愈合和骨新生。穴位注又近代西医学的药物

所选部位而定）
，待得气后将针回抽，无出血时再将药液缓慢轻

注射法与祖国传统医学针灸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疗法。穴位注

轻推入，根据具体情况可由深部逐步提出到浅层，边退边推药。

射疗法即在经络、腧穴、压痛点，皮下阳性反应物上适量注射

一般每次治疗取 2 处穴位。隔日治疗 1 次，5 次为 1 个疗程。

液体药物以防治各种疾病的方法，又称“水针”，具有调和阴
阳、扶正祛邪、疏通经络的作用[1]。

3

治疗结果

复方骨肽注射通过穴位注射给药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根据自觉症状及体检，所选病例穴位注液后患者通常 10～

出、骨关节骨性关节炎等退行性病变和骨质疏松症所致疼痛是

20min 时疼痛能够明显减轻，且 24～48h 内依然持续有效。1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一科创新的治疗方法。自 2012 年

疗程治疗后明显改善 64 人，有效者 13 人，微效人，无效 0 人。

3 月～2012 年 7 月，我们用其治疗取得了满意效果，报告如下。

有文章报道称复方骨肽注射液静脉给药后偶有不良反应，但所

1

资料与方法
选取 2012 年 3 月～2012 年 7 月间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选病例治疗中及治疗后观察 3～5d 均未见加重及不良反应。
4

讨

论

骨关节骨性关节炎等退行性病变和骨质疏松症疼痛患者，排除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骨性关节炎等退行性病变

孕妇、治疗区域皮肤破溃、治疗不满 1 疗程者，共 77 例,其中

和骨质疏松症不论原发性或继发性都存在钙磷代谢紊乱，骨钙

男 43 例，女 34 例，年龄 27～68 岁，平均年龄 44 岁，其中颈

沉积受限等病理表现。复方骨肽注射液是在骨宁注射液的基础

椎病 23 例，腰椎间盘突出 31 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18 例，

上与全蝎提取液制成的复方肽类制剂，含有骨形成蛋白

骨质疏松症 5 例。

（BMP）
、骨原性生长因子（BDGF）
、转化生长因子（TGF-B）
、

2

治疗方法
以患者自觉及体检双重标准反复精确定位最疼痛部位，取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等多种骨生长因子以及全蝎多肽
提取物镇痛肽、镇痛抗炎肽（spp）
。复方骨肽注射含有多种生
长因子，具有调节骨代谢和生长作用，能参与骨钙的吸收和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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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放，促进骨痂和新生血管的形成，蝎肽具有抗炎镇痛作用。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疼痛是经络不通的主要表现，故疏通经
络是治疗疼痛的直接、主要手段。穴位注射有疏通经络的作用，
加上药物作用和经穴对药效的归经、放大和直接作用更显其治
[2]

疗效果 。相关资料和实验结果证实，穴位注射刺激感受器，
激发许多神经元的活动,释加强了粗神经纤维的传入活动，减弱

[2]温木生.穴位注射疗法治百病[M].人民军医出版社,北京,2004:23

作者简介：
孔祥波（1985-）
，第一作者，男，河南新乡人，贵阳中医学院 2010 级
研究生，主要从事骨关节相关疾病。
节晓光（1951-），通讯作者，男，教授，主任医师，贵阳中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骨一科，主要从事骨关节相关疾病。

了传出活动，达到了止痛作用。
以穴位注射这种中医治疗方法配合复方骨肽注射液西药
制剂对患者进行治疗，是一种创新的治疗方法，此治疗方法简
便易行, 效果显著，操作简单，适合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高杨，第二作者，贵阳中医学院 2010 级研究生，主要从事脊柱退行性
疾病。
田林涛，第二作者，贵阳中医学院 2010 级研究生，主要从事脊柱退行
性疾病。

参考文献：

编辑：李妍

[1]李镤.穴位注射疗法临床大全[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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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刀疗法结合手法松解治疗肩周炎 86 例
Treating 86 cases of shoulder periarthritis with the
needle-knife therapy and manipulation
唐宗华
（四川石棉县中医院，四川 石棉，625400）
中图分类号：R3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52-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针刀疗法结合手法松解治疗肩周炎 86 例的临床疗效。方法：86 例肩周炎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
照组各 43 例，治疗组采用针刀疗法结合手法松解治疗，而对照组采用普通电针结合肩部 TDP 照射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100%，对照组总有效率 81.4%。结论：针刀疗法结合手法松解治疗肩周炎方法简单，疗效确切，值得推广。
【关键词】 肩周炎；针刀疗法；手法松解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86 cases of shoulder periarthritis with the needle-knife therapy
combined with manipulation. Methods: 86 patients of shoulder periarthr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3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electric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shoulder TDP irradiatio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needle-knife therapy combined with manipula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100%,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1.4%. Conclusion: The needle-knife therapy combined with manipu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simple,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Shoulder periarthritis; Needle-knife therapy; Manipul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3
肩周炎是骨伤康复科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多发于 50 岁

①肩部疼痛：缓慢发病，持续性疼痛，夜间加重，以阴天、

左右，以女性多见。祖国医学称之胃“漏肩风”
、
“五十肩”、
“凝

寒冷加重，局部喜暖怕凉。②功能障碍：患肩向各方向活动均

肩”
、
“冻结肩”
；现代医学称“粘连性肩周炎”
。临床表现以肩

受限，尤其是外展、上举、旋转、后伸功能受限明显。③压痛

部疼痛，活动受限为主。严重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加

明显：喙突顶端压痛点，为喙肱肌和肱二头肌短头肌腱起始处；

重人们的心里负担。常见的治疗方法如针灸、理疗、推拿等方

肩峰下压痛点，为肩峰下囊和冈上肌抵止于肱骨大结节上端；

法虽然有一定的疗效，缓解患者的痛苦，但肩关节的功能活动

肩部偏后上方压痛点为冈下肌、小圆肌抵止于肱骨大结节中下

度却无明显改善。笔者自 2010 年 12 月至今采用针刀疗法结合

端；大结节前下方压痛点为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过结节间沟处。

手法松解治疗此病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④肌肉萎缩：发病初期无明显肌肉萎缩，中后期均有不同程度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的肩部肌肉萎缩，尤其以三角肌最明显。⑤X 线检查已排除肩
部骨折、脱位、骨髓炎、骨结核、骨肿瘤及严重的骨质疏松。
1.2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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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86 例均为我科 2010 年 12 月以来收治的门诊或住院
患者，随即分为治疗组 43 例，其中男 13 例，女 30 例；年龄

-53有效 1 例，有效率 2.33%；无效无；总有效率 100%。
3.2.2 对照组

最大 68 岁，最小 45 岁，平均 52.6 岁；病程最长 5 年，最短 3

临床治愈 8 例，
治愈率 18.06%；
显效 18 例，
显效率 41.80%；

月，平均 1.5 年；对照组 43 例，男 15 例，女 28 例；年龄最大

有效 9 例，有效率 20.93%；无效 8 例，无效率 18.06%；总有

66 岁，最小 47 岁，平均 53 岁；病程最长 4.8 年，最短 2 月，

效率 81.40%。两组治疗方法比较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

平均 1.4 年。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病程等经统计学处理，

（P<0.05）
，结果表明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2

4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53 岁。2011 年 5 月初诊。反复左侧肩部疼

痛伴功能受限 1 年半，疼痛夜间加重，不能入眠，呈酸胀痛。

患者取健侧卧位，裸露患侧肩部，用针刀定位笔在前述各

左上肢不能抬举，穿脱衣服均感困难。查体：左侧三角肌明显

肌腱起止点即压痛点定点：喙突顶端、结节间沟、肱骨大结节

萎缩，左侧喙突、大小结节、结节间沟、左肩峰下均有明显压

上中下三点、肩峰下、小结节。术区常规消毒，铺无菌洞巾，

痛。左上肢前屈上举仅 60°，外展 30°，后伸 20°。经左肩

术者戴无菌手套，分别于各定点处用 0.5%利多卡因局部麻醉，

关节 X 光检查：左肩关节未发现骨质异常。经采用本法治疗一

每点注射 0.5～1.0ml。分别取汉章牌 1 型 3～4 号小针刀数支，

疗程痊愈，肩关节疼痛消失，左上肢前屈上举达 180°，外展

严格按针刀操作四步进针规程进针刀，于上述定点分别作切开

90°，后伸 45°，至今随访未发。

剥离或纵行疏通剥离，在肩峰下滑囊作通透剥离，出针后压迫
针孔片刻，以防出血，而后以创可贴覆盖针孔。针刀治疗结束

5

讨

论

后，让患者端坐于独凳上，术者站于患者身侧，以一手掌心按

肩周炎发病机制是局部软组织退行性改变，引起肩关节和

压住患肩，另一手托住患手肘关节，在一手用力按压肩部的同

关节周围的慢性无菌性炎症。局部炎性渗出引起局部血循环代

时，另一手托住患肢依次最大限度作前屈、后伸、内收、外展、

谢障碍，代谢产物堆积，刺激周围神经末梢，产生疼痛；炎性

上举、内外旋转活动，最后作环转运动。手法由轻至重，反复

渗出，细胞坏死，软组织增生，粘连形成，造成关节功能严重

多次进行，活动范围逐渐增大。在手法松解的过程中常常可听

受限。疼痛又使关节主被动活动受限，进一步加重关节周围软

到肌腱、关节囊等软组织的撕裂声，最后术者在手法活动过程

组织的粘连，形成恶性循环。它的病理过程分为三期：凝结期、

中感觉无明显阻力，表示粘连已解除，完成手法松解治疗。嘱

冻结期和解冻期[1]。进入冻结期肩周炎除关节囊挛缩外，关节

患者每天作患肩各方向的主被动活动。以上治疗方法 5～7d 治

周围软组织均受累，退行性变加剧，滑膜充血，增厚，软组织

疗 1 次，2 次为 1 个疗程。需要注意的是：有严重高血压、糖

缺乏弹性；此期以渐进性肩关节活动降低为特点，包括主被动

尿病的患者需要把患者的血压及血糖降至一定水平方可实施

活动度全面下降[2]。肩周炎治疗的目的不外乎解除疼痛和恢复

针刀疗法。手法治疗时用力要均匀，由轻至重，切忌暴力，以

关节功能。传统的电针、理疗等对缓解肩关节的疼痛有一定的

防造成骨折和脱位。

疗效，但从根本上并不能恢复肩关节的功能。而针刀疗法是一

2.2 对照组

种创伤小、痛苦小、费用低廉、疗效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它

患者取坐位或健侧卧位，裸露患肩，局部选穴：阿是穴、

积针与刀的优点。通过刀的作用，它在闭合状态下切开局部肌

天宗、秉风、肩贞、肩髎、肩愚、肩等穴。局部皮肤常规消毒

腱、关节囊的疤痕，松解局部粘连，缓解局部肌肉、血管、神

后用华佗牌一次性无菌针灸针（0.30～40mm）常规针刺，得气

经的痉挛，恢复局部软组织的动态平衡，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后安上电针仪，疏密波刺激，在电针治疗的同时用 TDP 局部

带走局部的代谢产物，促进炎症消退，解除疼痛，恢复关节功

照射治疗。治疗 1 次/d，连续 7d 为 1 个疗程，休息 2d 后行第

能；通过针的作用使关节局部达到经络疏通，阴阳调节，镇定

2 个疗程，

止痛的作用。在针刀治疗结束而局部麻药还未失效时即刻给予

两组病例均治疗 2 疗程后统计。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临床治愈：肩关节疼痛消失，肩关节前屈达 180°，外展

肩部手法松解治疗，可进一步使局部针刀尚未松解到的粘连得
到彻底松解，充分恢复了关节的功能活动度，大大缩短了病程，
提高了临床疗效，是治疗肩周炎行之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90°，后伸 45°，工作生活不受影响；显效：肩关节疼痛消失，

[1]胥少汀,葛宝丰,徐卯坎,等.实用骨科学[M].第二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功能前屈上举 150°，外展 70°，后伸 30°，工作生活受

2003.1439-1440

一定影响；有效：肩关节疼痛明显好转，关节功能部分恢复，

[2]蔡显义,徐立录,王贵清,等.臂丛麻醉下手法松解配合关节内注射透明质酸

工作生活受较大影响；无效：症状和体征无改善。

钠治疗冻结期肩周炎[J]颈腰痛杂志 2006:27(5)405

3.2 治疗效果
3.2.1 治疗组
治愈 40 例，治愈率 93.02%；显效：2 例，显效率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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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茱萸敷涌泉配合天麻素治疗眩晕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CM external paving Yongquan with Wuzhuyu
combined with Gastrodine on treating dizzy
杨孝明 王 锋
（松原市乾安县中医院，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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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观察用吴茱萸蜜调外敷涌泉穴，配合改善微循环药物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疗效。方法：选

用吴茱萸醋调外敷涌泉配合天麻素静点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与单纯选用天麻素治疗对比。结果：治疗组疗效高于对
照组。结论：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配合吴茱萸外敷涌泉较单纯使用改善微循环药物，疗效显著提高。
【关键词】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中医外治法；吴茱萸敷涌泉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external paving Yongquan with Wuzhuyu combined with medicine
of microcirculation improvement on treating vertebral-basilar artery deficiency of blood supply. Method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external paving Yongquan with Wuzhuyu combined with Gastrodine intravenous injection and simple application of Gastrodine on
treating vertebral-basilar artery deficiency of blood supply.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CM external paving Yongquan with Wuzhuyu combined with medicine of microcirculation improvement had
better effect on vertebral-basilar artery deficiency of blood supply than simple medicine treatment.
【Keywords】Vertebral-basilar artery deficiency of blood supply; TCM external treatment; Paving Yongquan with Wuzhuyu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4
自 2005 年 5 月～2009 年 5 月，我们对 115 例椎-基底动脉

年龄 45～76 岁，平均 63 岁；病程最短 1d，最长 7 年。合并颈

供血不足性眩晕患者进行分组对比治疗，治疗组采用吴茱萸醋

椎病 31 例，高血压病 21 例，高脂血症 17 例，糖尿病 7 例。

调敷涌泉，配合天麻素静点，对照组只静点天麻素，治疗组疗

两组病例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现总结报道如下。
椎-基底动脉缺血性眩晕是以头、体位变化引发头晕目眩为
主症的一类眩晕。常见于中老年人，病理基础主要为动脉粥样

2

2.1 治疗组
吴茱萸 20g，肉桂 2g，研末，以醋调醋调匀，捏成饼状。

硬化，其次与颈椎退行性变以及血粘度增高有关。动脉粥样硬
化使椎动脉管腔变细、管壁变硬；椎动脉受压易诱发血管痉挛，
若有一过性心输出量减少或血压波动、血液黏度增加等即容易
出现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减慢，血流量减少；当椎-基底动脉
血流不畅，供血不足时，常出现眩晕等症状。
1

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均为我院门诊及住院患者，西医诊断参照《脑血

管病学》[1]有关内容确定诊断标准和《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中的诊断标准，可见以下症状体征：①发作性头晕、视物旋转、
恶心、呕吐；②视物模糊、成双、眼球活动受限、眼球水平性
震颤；均经头颅多普勒检查（TCD）提示：椎-基底动脉血流速

治疗方法

晚睡前取药饼敷于两脚心涌泉穴，纱布包裹，绷带固定，次晨
去掉，
同时患者给予天麻素 0.6g，
兑入 5%葡萄糖注射液或 0.9%
氯化钠注射液 250ml 静点。
2.2 对照组
只给予天麻素 0.6g，兑入 5%葡萄糖注射液或 0.9%氯化钠
注射液 250ml 静点。两组患者服试验药同时停服各类治疗眩晕
的药物，但可继续服用治疗其他基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
的药物。两组疗程均为 7d。
3

疗效标准
疗效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

效标准》拟定。临床治愈：治疗后眩晕症状基本消失，TCD 复

度降低、供血不足；并且经 CT 检查排除脑卒中及颅内占位性

查椎-基底动脉缺血恢复正常；显效：治疗后眩晕症状明显减轻，

病变；除外前庭周围性眩晕、多发性硬化、脑卒中、中枢神经

基本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TCD 复查椎-基底动脉缺血明显改

系统感染、外伤、内耳疾病、眼病及严重心、肝、肾及血液系

善；有效：治疗后眩晕症状减轻，日常劳动和工作仍受到一

统等疾病引起的眩晕。全部病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0 例

定影响，TCD 复查椎-基底动脉缺血有所改善。无效：治疗后

中，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46～78 岁，平均 65 岁；病程最

眩晕等症状无明显减轻或加重，TCD 复查椎-基底动脉缺血无

短 3d，最长 8 年。合并颈椎病 36 例，高血压病 24 例，高脂血

变化。

症 l6 例，糖尿病 10 例。对照组 55 例中，男 33 例，女 2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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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刺法配合热敏灸法辨证治疗湿疹 42 例
Treating 42 cases of eczema with surround acupuncture and temperature
sensitive moxibustion
许慧艳 1 戴莉莉 1 刘智慧 2
（1.辽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沈阳，110101；2.辽宁省奉天中医院，辽宁 沈阳，110000）
中图分类号：R7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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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围刺法配合热敏灸法辨证治疗湿疹的临床疗效。方法：8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42
例，对照组 38 例。对照组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围刺法配合热敏灸法辨证治疗。结果：治疗组改善临床症状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围刺法配合热敏灸法辨证治疗湿疹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缩短疗程，降低复发率。
【关键词】 湿疹；围刺法；热敏灸法；辨证取穴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urround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emperature sensitive moxibustion
on treating eczema.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2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8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urround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emperature
sensitive moxibustion. Results: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urround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emperature sensitive moxibus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eczema.
【Keywords】 Eczema; Surround acupuncture; Temperature sensitive moxibustion; Selecting acupoint by differentiation on
symptoms and sig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5
湿疹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过敏性炎症反应性疾病，是皮肤
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临床具有皮损多形性、对称性分布、瘙
痒难忍等特点，常因搔抓而造成局部糜烂渗出，日久皮肤干燥
粗糙色素沉着，皮肤苔藓样变而使疾病慢性化，反复发作。笔
者采用围刺配合热敏灸法辨证治疗湿疹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
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2.1.1 取穴
局部阿是穴、曲池、血海、三阴交，急性湿疹加大椎、肺
俞、心俞、阴陵泉、中极；慢性湿疹加足三里、五脏背俞穴、
合谷、太冲。
2.1.2 操作方法
常规消毒，选取长度 40mm 的毫针沿局部阿是穴边缘每隔

1.1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于我院针灸门诊及皮肤科，遵循单盲、随机、对

1 寸向病灶中心沿皮刺入一针，中心直刺一针，其余腧穴常规

照等原则分为治疗组（围刺配合热敏灸法）和对照组（药物治

针刺。留针期间做局部阿是穴艾条温和灸和雀啄灸法，以局部

疗）
。其中，治疗组 42 例，年龄最大 62 岁，最小 12 岁；病程

皮肤明显温热感为度，起针后行曲池穴、背俞穴的热敏灸法，

长则 12 年，短则 3 天；手足部湿疹 10，面颈耳部湿疹 9 例，前

以透热并有传导现象为佳。毫针刺法 1 次/d，灸法隔日 1 次，

臂小腿湿疹 12 例，泛发型湿疹 11 例。对照组 38 例，年龄最大

10 次为 1 个疗程。

65 岁，最小 6 岁；病程长 11 年，短则 6h；手足部湿疹 12，面

2.2 对照组
口服盐酸西替利嗪 10mg，1 次/d；肤轻松软膏外涂患处，

颈耳部湿疹 8 例，前臂小腿湿疹 7 例，泛发型湿疹 11 例。
1.2 诊断标准
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
①急性发作，初期局限于某一部位，可很快发展为对称性或泛
发性皮损，皮损多由斑、丘疹、水疱组成，成多形性。集簇成

2 次/d，10d 为 1 个疗程。
3

治疗效果

3.1 疗效标准

片状，边缘弥漫不清，搔抓后可引起糜烂、渗液、化脓、结痂

基本痊愈：皮损消退，临床症状消失；显效：皮损消退 80%

等继发病变；②病变部位剧烈瘙痒，影响睡眠和日常工作、生

以上，临床症状明显好转；好转：皮损消退 30%以上，临床症

活；③查体可见病变部位及周围皮肤明显侵润、肥厚、充血，

状减轻；无效：皮损及临床症状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变。

表皮有红斑、丘疹、糜烂、结痂及皲裂；④病程约 2～3 周，

3.2 治疗结果

广泛者约 5～6 周，急性期后可转为慢性，易于复发。

两组患者均采用 2 个疗程评定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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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例（%）
组别

n

基本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4

25（35.7）

12（28.6）

14（33.3）

1（2.4）

41（97.6）

对照组

3

88（21.2）

9（23.7）

15（39.5）

7（18.4）

31（81.6）

注：治疗组总有效率 97.6%，对照组 81.3%，经系统学检验两组疗效差异有显著性，P<0.01，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3.3 典型病例

穴，健脾益气运湿毒，调和肝脾养气血，益肾利尿祛湿浊。佐

患者甲，女，42 岁，2009 年 3 月来诊，小腿外侧片状红
斑，上有粟粒样丘疹、黄色渗液及结痂，瘙痒难忍，入夜尤甚，

以局部艾条灸法以热引热，拔毒外出、背俞穴热敏灸法以壮五
脏之气从而达到清热解毒和养血润燥除湿之功效[3]。
围刺灸法治疗湿疹操作方便、疗效显著、可明显缩短疗程[4]，

舌红苔腻脉滑数，诊断为急性湿疹。采用围刺配合热敏灸法治
疗 3 次，局部渗液及瘙痒明显减轻，15 次治疗皮损及临床症状

减轻患者痛苦。背俞穴热敏灸法通过调整脏腑功能改善了患者

完全消失，痊愈。1 年随访无复发。

的体质，提高了抗病能力，有效地降低了复发率。

4

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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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疹是皮肤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单纯使用药物治疗效果

[1]徐春娟.围刺法治疗皮肤病的研究进展[J].陕西中医,2009,30(2):250-251

不理想，易于复发，日久多为虚实夹杂之疾，采用围刺法以病

[2]李冬梅,赵吉平.浅析曲池在过敏性皮肤病中的作用[J].针灸临床杂志,

变为中心，进行一层或多层包围性针刺方法，即加强了经脉之

2006,22(2):41-42

间的横向联系，又沟通了皮部、经脉与脏腑的联系，通过针刺

[3]李元友,李红,刘洪涛.针刺加艾灸治疗带状疱疹 48 例[J].吉林中医药,2003,

[1]

补泻手法使局部气血旺盛，经气充盈，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
曲池擅长疏风清热，是临床治疗皮肤病的首选腧穴之一[2]；
血海具有行气活血、养血润燥之效，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23(10):41
[4]弓娟琴,林麟,郝飞,等.湿疹和特应性皮炎皮损处细菌定植情况及药物联合
治疗的分析[J].中华皮肤科杂志,2004,37(9):51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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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果

椎一基底动脉缺血性眩晕属祖国医学“眩晕”范畴。病因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 1。两组对比，经 Ridit 分析，治疗组
95%CI：
（0.3815，0.4856）
，观察组 95%CI：
（0.5175，0.6082）
，
两组 95%CI 无重叠，故按 α>0.05 水准认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复杂，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有：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
《景
岳全书•眩晕》则指出：
“…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
十中一、二耳”，认为“无虚不作眩”；朱丹溪在《丹溪心法•
头眩》中提出了：
“无痰不作眩”
。此病患者多为中老年人，体
质多虚，肝阴不足，肝阳易亢；或肝郁化火，肝郁克脾，脾虚

表 1 两组间临床疗效比较（n，%）
显效

则气血生化乏源，清窍失养；脾失健运则痰湿中阻，痰浊上扰；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治疗组

60

14

22

18

对照组

55

6

17

19

总有效率

肾精不足则髓海失充。总之，本病肝肾阴虚、气血不足为本，

6

90.00

风、火、痰、虚、瘀为标。治疗宜补肾养肝，益气活血，化痰

13

76.36

通络为主。
《理论骈文》云：
“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

无效

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
。吴茱萸辛苦，温，有小毒，
随访 6 个月后随访结果：治疗组治愈、显效和有效的 52

入肝、脾、胃、肾经，有温中，止痛，理气，燥湿之功，肉桂

例中，复发 8 例，复发率为 15.3%；对照组 43 例中，复发 12

味辛甘，性热，入肾、脾、膀胱经。有补元阳，暖脾胃，除冷

例，复发率为 27.9%。

积，通血脉的功效。吴茱萸外敷后复查，明显了纠正患者椎-

5

讨

论

穴位敷贴是一种古老的药物外治疗法，广泛流传于民间，

基底动脉的血液动力学障碍，改善脑缺血区的血流供应，消除
临床症状。另外，患者接受治疗的同时，要保持心情舒畅，情
绪稳定，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要富于营养和新鲜清淡，这对

应用于民间，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疗法方便实用、

预防眩晕发病和减轻发作十分重要。经过治疗观察，吴茱萸外

毒性作用少、临床疗效好，极具中医特色，可通过选穴，配用

敷涌泉对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在消除临床症状，改善椎

不同药物，达到汗、清、下、消、温、补、和的治疗作用，在

基底动脉供血等方面有较好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可起到标

《黄帝内经》中，有“内者内治，外者外治”，的论述，历代

本兼治的作用。

医家更是应用穴位敷贴在临床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在《内经》
外者外治基础上，探索了“内者外治”的疗法，自汉代的《伤

参考文献：

寒论》至清代的《医宗金鉴》，历代的著作中均载有丰富的外

[1]蒲传强,郎森阳,吴卫评主编.脑血管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

治疗法内容，清代的吴师机汇集前贤之方，总结个人大量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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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撰写了《理论骈文》
，被后世誉为“外治之宗”
，本
文章所用吴茱萸外敷涌泉的疗法即见于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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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针结合电针治疗急性腰扭伤 46 例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6 cases of acute lumbar sprain by
balance needle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张冬生 1

张罗健 2

（1.四川省安岳县中医院，四川 安岳，642350；2.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医院，四川 成都，611000）
中图分类号：R27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57-01

【摘 要】 目的：观察平衡针结合电针治疗急性腰扭伤的临床疗效。方法：腰痛穴平衡针法，阿是穴、双肾俞电针结合治疗
急性腰扭伤 46 例。结果：痊愈：65.22%，好转：28.26%，总有效率：93.47%。结论：平衡针结合电针治疗急性腰扭伤疗效确切，
是治疗急性腰扭伤行之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急性腰扭伤；平衡针；腰痛穴；电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alance needle and electric acupuncture on acute lumbar sprain. Methods:
Lumbago acupoint was treated with balance acupuncture, ashi，double shenshu acupoint,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Ashi and
double Shenyu acupoints were given electric acupuncture for treating 46 cases acute lumbar sprain. Results: 65.22% were cured, 28.26%
were improve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3.47%. Conclusion: Balance needle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acute lumbar sprain.
【Keywords】 Acute lumbar sprain; Balance needle; Lumbago acupoint; Electric acupun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6
急性腰扭伤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常见于体力劳动者及
青壮年。多由受外来间接暴力或姿势不当导致腰部软组织（肌
肉、筋膜、韧带、关节等）的急性损伤。以发病急、活动受限、

无效 3 例。经 1 次针刺治愈者 18 例。
4

患者甲，男，33 岁。因搬重物不慎扭伤腰部致腰痛剧烈，

疼痛为特点[1]。近 5 年来，笔者采用平衡针结合电针的治疗急
性腰扭伤 46 例，取得一定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

病例举例

不能站立，腰部活动受限。腰肌广泛性紧张，双侧腰 2～5 脊
突旁可触及条索状物，肾俞、大肠俞压痛明显，直腿抬高实验
（-），腰椎正侧位 DR：腰椎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急性腰扭

全部 46 例急性腰扭伤病员来自 2008～2012 年我院门诊及

伤。嘱患者身体放松，取仰坐位，取平衡针腰痛穴向下平刺；

住院部，其中男性 32 例，女性 14 例，最小年龄 18 岁，最大

得气后患者俯卧，取阿是穴（压痛点）、肾俞、关元俞，并在

47 岁，平均 36 岁；病程最短 1h，最长 3d，平均 1.6d。全部患

阿是穴、双肾俞接电针治疗 20min。治疗 1 次后上述症状缓解，

者均有明显的闪腰或扭腰等病史，腰部活动受限、一侧或两侧

下床后行走，3 次后患者痊愈。

腰部剧烈疼痛，无明显下肢疼痛，查体见腰部肌肉痉挛，或可
触及条索状物，X 线检查排除骨性损伤及先天性缺陷。
2

方

法

患者取仰坐位，取平衡针腰痛穴（腰痛穴位于印堂上 1 寸，

5

讨

论

急性腰扭伤属中医骨伤科“筋伤”范畴，多为气滞血瘀所
致。现代医学认为急性腰扭伤为局部软组织损伤，系无菌性急
性炎症过程并引起疼痛、功能障碍等症状。治疗以缓解疼痛，

神庭穴和印堂穴中点）
。常规消毒后用 2 寸毫针，正中腰痛、

减轻炎症、水肿为原则。整体平衡针法根据中医理论运用而生。

双侧痛向下平刺；右侧腰痛向左平刺；左侧腰痛向右平刺；腰

腰痛穴具有通调督脉、膀胱经气机，使经络畅通，气血调和作

骶痛向上平刺。进针深度 1～1.5 寸，采用提插捻转法手法，以

用；针刺肾俞，关元俞以疏通膀胱经经气。电针具有镇痛、消

局部酸麻胀感为得气，得气后嘱患者俯卧，取阿是穴（压痛点）、

炎，缓解肌肉、血管痉挛作用，从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使受

肾俞、关元俞、委中等穴位，得气后留针，在阿是穴、双肾俞

伤的局部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恢复。通过上述临床观察，用平

接电针（6805-A 型电针仪，疏密波）
，治疗时间为 20min。强

衡针结合电针治疗急性腰扭伤疗效确切。并嘱患者增加腰背肌

度以患者耐受无痛为度，1 次/d，3 次后评定疗效。

肉功能锻炼，可有效避免腰痛的发生。

3

临床疗效判定
采用《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急性腰扭伤的疗效判定

标准[2]。①痊愈：腰部疼痛、压痛消失，腰部活动恢复正常；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S].1995
[2]邵宣,许兢斌.实用颈腰背痛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11

②好转：腰部疼痛减轻，腰部活动时仍有不适感；③未愈：症
状无改善。本组患者经 1～5 次治疗，痊愈 30 例；好转 1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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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配合指压翳风穴加 TDP 治疗药物性呃逆 30 例
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0 cases of drug-singultus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pressing Yi-feng acupoint and TDP
李汝宏
（高要市人民医院，广东 高要，526040）
中图分类号：R2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58-02
【摘 要】 目的：观察电针配合指压翳风穴加 TDP 照射治疗药物性呃逆 30 例的临床疗效。方法：30 例患者以电针配合指
压翳风穴加 TDP 照射胃脘部治疗，1 次/d，以 3d 为 1 个疗程。结果：30 例患者中疗效评定标准是优的占 27 例，疗效评定标准是
良的占 3 例，优良率达 100%。结论：电针配合按压翳风穴加 TDP 治疗药物性呃逆，疗效显著。
【关键词】 药物性呃逆；电针治疗；指压翳风穴；TDP 照射胃脘部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reating 30 drug-singultus patients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pressing
Yi-feng acupoint and gastric cavity exposure under special electromagnetism equipment (TDP). Methods: 30 drug-singultus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pressing Yi-feng acupoint and gastric cavity exposure under special electromagnetism equipment (TDP),
once a day, and three days in a treatment course. Results: Of the 30 patients, 27 patients were excellent in efficacy, 3 patients were good in
efficacy, with the effective rate 100%. Conclusion：Electric acupuncture, pressing Yi-feng acupoint and gastric cavity exposure under
special electromagnetism equipment (TDP) were effective in drug-singultus.
【Keywords】Drug-singultus; Electric acupuncture; Pressing Yi-feng acupoint; Gastric cavity exposure under special electromagnetism
equipment (TDP)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7
本人发现因呃逆来我科就诊的患者在询问病史时有相当
多的因近期治疗某些疾病如呼吸道疾病，腰腿痛疾病等静脉注

者胀痛难忍为度。以上方法 1 次/d，3d 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
后评定疗效。

[1]

射过地塞米松 后出现，在停止用药，口服多潘立酮，肌注过

3

疗效标准

胃复安后，仍不能缓解而到我科求治。笔者运用电针配合指压
翳风穴加 TDP 照射胃脘部治疗，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根据文献制定疗效评定标准。优：呃逆治疗 3d 内完全停止，
无复发；良：呃逆治疗 6d 内完全停止，无复发；可：呃逆治疗
9d 内完全停止，无复发；差：治疗后与治疗前无变化[4]。
4

所有病例均为 2007 年 9 月～2012 年 9 月到我科就诊患者，
其中男性 25 例，女性 5 例，年龄 21～65 岁。病程最短为 1d，
最长为 3d。患者之前均无呃逆病史，都是因为呼吸道疾病，腰
腿痛疾病在进行治疗时静脉注射过地塞米松后才出现，排除其
他疾病如胃肠神经官能症、胃炎、胃扩张、肝硬化晚期、脑血

以气逆上冲，喉间呃呃连声，声短而频，令人不能自制为
主症，其呃声或高或低，或疏或密，间歇时间不定[2]。
2

治疗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选取穴位：上脘，中脘，梁门，内关，合

果

30 例患者中疗效评定标准是优的占 27 例，疗效评定标准
是良的占 3 例，优良率达 100%。其中疗效评定标准是优的例
数在优良率中占 90%。
5

管病、尿毒症，以及胃、食管手术后等引起的呃逆。
1.2 诊断

结

病案举例
患者甲，男，46 岁。因腰椎间盘突出症在骨科治疗时静脉

注射过地塞米松后出现呃逆不止，予停止用药，经口服多潘立
酮，肌注过胃复安后，仍不能缓解，并且影响睡眠质量，到我
科求治。经以上治疗方法治疗 1 次，呃逆明显减少，治疗一个
疗程结束后呃逆完全停止，无复发。
6

体

会

谷，足三里。取穴定位标准参照《针灸学》[3]中相关标准。常

呃逆俗称打嗝，古称“哕”
，又称“哕逆”
，以喉间呃呃连

规消毒后，选用合适的针灸针进针，针刺深度以得气为度，各

声，声短而频，令人不能自制为主要表现。《内经》首先提出

个穴位得气后，接上 G-6805 电针治疗仪，选用连续密波，电

其病位在胃，如《素问•宣明五气》云：
“胃为气逆，为哕、为

流刺激量逐渐加大到患者能耐受为宜，留针 40min；同时使用

恐”
。主要病机是胃失合降，胃气上逆动膈，如《灵枢•九针论》

TDP 照射胃脘部 40min，根据患者所承受的热度调整 TDP 的高

云：
“胃为气逆哕”
。笔者认为，治疗本病以和胃、降逆、平呃

度；以两手拇指按压双侧翳风[3]穴 1min，力度要重而强，以患

为主要原则。中脘为胃的募穴，亦为八会穴之腑会穴，有健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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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胃，通降腑气之作用；内关为手厥阴心包经络穴，内通于手

治疗药物性（地塞米松引起的）呃逆疗效确切显著，又可减少

少阳三焦经，又为八脉交会穴，通于阴维脉，并与之合于胃心

西药使用带来的不良反应，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胸，故能宽胸理气，降逆和胃；合谷为手阳明大肠经原穴，足
三里为足阳明胃经合穴，胃之下合穴，原合相配，可调理胃肠，

参考文献：

降气和胃，梁门属足阳明胃经，有和胃降逆作用；上脘在《针

[1]薛远耀.地塞米松致呃逆 28 例分析,临床误诊误治,2004,17(4):287

灸穴名解》说道：本穴内应贲门，即胃上口也，贲即今之所谓

[2]田德禄.中医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97

膈肌也，取此穴有直接到达病位之妙；翳风为手足少阳经之会

[3]张吉.针灸学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90-383

穴，有通调三焦，宽胸利膈之效。以上诸穴配合，可起到和胃、

[4]施锋,孙岩,黄元玲.中国针灸,2009:29(8):608

降逆、平呃之功效。现代医学认为，呃逆是膈神经冲动所致的

[5]韩仲岩,从志强,唐盛孟.神经病治疗学[M].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14

动作，其反射中枢位于第 3、4 颈髓，受延髓中枢控制。膈神

作者简介：

经是支配膈肌运动的唯一运动神经。膈神经受刺激时，膈肌出
李汝宏（1979-），男 ，中医针灸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医针灸工作。

现痉挛性收缩，产生呃逆[5]，故选用连续密波产生的抑制作用
以松弛膈肌痉挛，再以 TDP 的热能照射胃脘部以缓解膈肌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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挛。通过临床观察，电针配合指压翳风穴加 TDP 照射胃脘部

电针结合中频预防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shoulder joint subluxation from early apoplexy and
hemiparalysis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and intermediate frequency
王东岩 1 姚 辉 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0；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0 级针灸推拿专业研究生，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中图分类号：R27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59-02
【摘 要】 目的：观察基于电针与中频相结合的治疗方案，对预防早期中风偏瘫患者肩关节半脱位及促进上肢功能恢复的临床
观察。方法：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康复方法。治疗组：给予康复方法和
电针与中频相结合治疗方案。结论：治疗组肩关节半脱位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上肢功能恢复较对照组明显，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肩关节半脱位；电针；中频；预防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electric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intermediate frequency and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shoulder joint subluxation and improving the function recovery of upper limb from early apoplexy and
hemiparalysis.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electric acupuncture and intermediate frequency more. Results: The incidence rate of shoulder joint subluxation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Electric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intermediate
frequency had good effect on shoulder joint subluxation from early apoplexy and hemiparalysi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ubluxation of shoulder joint; Electric acupuncture; Intermediate frequency; Preven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8
脑卒中偏瘫所致肩关节半脱位，是偏瘫患者主要并发症之

表1

一。最常见是患者偏瘫侧的上肢活动困难，功能受限，生活不

组别

例数（n）

年龄（岁）

能自理，最终出现废用综合征，尤其是在整个上肢迟缓性麻痹

治疗组

30

51.85±8.65

17/13

1～30

时，国内发病率可达 40.9%～70.0%[1]。肩关节半脱位多见于软

对照组

30

53.45±7.98

16/14

1～30

瘫期及痉挛早期。它严重影响患者上肢功能的恢复，治疗不及
时，恢复困难，甚至使患者留下残疾。因此，对肩关节半脱位
的预防和治疗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0 例患者均来自于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0 月黑龙江中
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针灸三病房住院患者。60 例入选患者随
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见表 1、表 2。

性别（男/女） 病程（d）

表2
组别

n

左偏瘫

右偏瘫

治疗组

30

18

12

对照组

30

15

15

注：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及左右偏瘫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风的诊断标准，首次脑梗死或脑出血，CT 或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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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结果阳性者；②生命体征平稳；③X 线检查无肩关节半脱位者；

期：针刺治疗同 BrunnstromI 期。中频治疗方案：此期主要以

④肌力在三级（不包括三级）以下；⑤Brunnstrom 分期处于弛

刺激肩部前部、侧面肌群为主。抗痉挛防止肩胛骨异位，保护

缓期、痉挛期的患者；⑥无严重的心、肺、肝、肾、造血系统

绞索机制。极片连接，腋窝前臂内侧与胸大肌止点肌腱一组，

等严重原发病者；⑦知情同意者。

三角肌前与三角肌中一组，三角肌后于斜方肌上部肌肌腹一

1.3 治疗方法

组，BrunnstromI、II 期一共 30d 为 1 个疗程。

1.3.1 对照组

1.4 评定方法

康复方法：正确体位始终贯穿于 Brunnstrom 的各期，每

1.4.1 疗效观察指标

2h 更换一次体位。不同时期进行相应的康复训练，其项目有我

参照中国康复中心制定的肩关节半脱位疗效判定标准制

院康复师安排。必要时可佩戴单侧吊带。

定。显效，无症状体征，肩峰下未触及凹陷，患侧肩正位 X 片

1.3.2 治疗组

显示肩峰与胧骨头之间的间隙小于 14mm；有效，有症状体征

在康复治疗方法（同对照组）上：①BrunnstromI 期：针

但较轻，肩峰下凹陷小，患侧肩正位 X 片显示肩峰与肱骨头之

刺治疗：取患侧肩前、肩髃、肩髎、臂臑、臑会、臑俞、肩井

间的间隙值较小，大于 5mm 小于 14mm；无效，症状体征及

与巨骨之间、秉风、天宗、肩贞穴，采用 0.40mm×50mm 针

肩峰下凹陷出现，患侧肩正位 X 片显示肩峰与肪骨头之间的间

灸针，选用 KWD-808（I 型）脉冲针灸治疗仪，6 个输出极分

隙值大于 14mm。或者病侧上述缝隙比健侧>10mm 或以上。

别连接肩髃—肩前，肩髎—臂臑，臑会—臑俞，天宗—肩贞，

1.4.2 量表评定
选用 Fugl-Meyer 功能评定的上肢部分（评价中枢性瘫痪的

肩井与巨骨之间—秉风，使用断续波，刺激量及频率以患者耐
受为度。30min/次，治疗 1 次/d，30d 为 1 个疗程。中频治疗

运动功能）[2]。

方案：应用中频治疗仪刺激肩关节周围肌肉，治疗时电极分四

1.4.3 统计分析
选用 SPSS2.0 统计软件进行配对 t 检验数据分析。

组，每组两块方形电极，前锯肌（极泉穴下方稍靠后）与肩前
一组，斜方肌上部肌肌腹与岗上肌中部为一组（刺激斜方肌时，
远离脊柱，避免刺激肩胛提肌），岗下肌中部与斜方肌下部肌
肌腹一组，三角肌中与三角肌后一组。治疗时间 30min/次，治
疗 1 次/d，弛缓期结束，即停止。进入 II 期治疗。②BrunnstromII

2

结

果

两组治疗的疗效及 Fugl-Meyer 功能评分（上肢部分）
，结
果见表 3、表 4。

表 3 肩关节半脱位疗效判定标准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30

16

11

3

90.00

对照组

30

7

17

6

80.00

表 4 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治疗组

30

17.97±8.56

31.58±15.82

13.61±7.26

对照组

30

16.85±10.25

22.86±11.38

6.01±1.13

注：
经统计分析，
两组临床有效率之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Fugl-Meyer 上肢运动功能评分比较：对照组与治疗组治疗前后，
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
。

3

讨

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开始恢复一般在发病数周之
后，最佳恢复期在发病后数周到三个月以内，因此在临床上十
分重视这段时期的康复治疗，而这段时期也是肩关节半脱位的
高发期，肩关节半脱位是导致肩痛、水肿、肩-手综合征等一系
列相应并发症的重要因素，是偏瘫患者在治疗护理过程中较难
处理的问题[3]，一旦发生，患者的康复进程势必影响，错过了
最佳的恢复期。肩关节半脱位临床上多发生于病后三四周[4]，
这一时期因患者肌肉处于弛缓期，肌张力低不能维持“肩关节
的绞索机制[5]。”而后肩关节的长期制动，引起肩关节周围肌
肉的萎缩，其稳定性进一步破坏。因此本治疗方案，针对患者
不同阶段的不同状态，给予对症治疗，在弛缓期给予促进其肌
张力恢复的治疗方案，进入痉挛期，给予抗痉挛治疗，综合的
预防，进而促进上肢功能的恢复。

[2]章荣,周蜜娟.综合疗法治疗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J].中国康复医学
杂志,2008,6:545-546
[3]郭彩春,谭秀革.早期康复训练对脑血管病偏瘫肩关节半脱位功能恢复影
响[J].现代护理,2004,10(2):181
[4]燕铁斌.偏瘫肩半脱位康复评定与放射学测量研究[J].中华理疗杂志,
1998,21(3):144-146
[5]沈迎念,李永胜.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病人早期康复护理探讨[J].康复护理,
2004,19(20):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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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筋论治腰椎间盘突出症
Treating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from musculature
刘 峰1 谢 睿2
（1.贵阳中医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2.黔西南州州医院，贵州 黔西，551500）
中图分类号：R3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61-01

【摘 要】 目前临床上针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期效果比较好，但对于反复发作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效果较差。从经筋
论治腰椎间盘突出症不失为治疗的一个较好的方法，经临床观察，效果也较其它疗法较佳。
【关键词】 经筋；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
【Abstract】 Acupuncture treatment has achieved reasonable effect on treating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LIDP), however,
it is not so effective in recurrent LIDP. To treat from musculature is thought to be a good therapy method, and better clinical effect was
observed compared with other treatments.
【Keywords】 Musculature;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Clinica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29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压力增高，静力性损伤及劳力性损

人时认真负责，那么会发现许多痛点集中在：腰三横突、臀中

伤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常见的病因，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比较

肌、臀大肌起止点、腘窝附近，治疗的时候可以采取强力按摩

常见，其引起的酸胀、疼痛、麻木等症状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

解筋，也可以采用宣蜇人的集束刺（一个痛点可以针刺 3～5

正常的工作和学习，而重视从经筋论治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

针）的方法来解除局部的炎症水肿；也可以采用《黄帝内经•

上比较少见，下面将从经筋理论及临床效果上对其进行论治。

经筋》中用“燔针劫刺”的方法（即用火针的方法来解除局部

1

粘连性炎症水肿）
，缓解酸胀、疼痛与麻木等症。

理论依据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中医“腰痛”范畴，病位在脊柱，病体

4

临床病例
患者甲，女，49 岁，因“反复腰部酸胀疼痛不适 3 年，复

在坐骨神经，其循行分布与足太阳阳、足少阳经筋关系密切，
《内经》提出：
“宗筋主束骨而利关节也。”
当属“经筋”病症[1]。

发加重 5 天入院”
，入院前患者在针灸门诊予局部针刺、拔罐、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变位置从经筋来说，其主要与足太阳膀胱

全身按摩等治疗后稍微缓解，但效果不明显，从而来住院部寻

经与足少阳的经筋走行有关系。
《黄帝内经•经筋》曰“足太阳

求针刺治疗。经认真按压腰部经筋发现，患者的疼痛主要集中

之筋，起于足小指......与腘中并上结于臀，上挟脊上项；其支

在双侧腰三横突、竖脊肌、臀中肌、腘窝附近，根据经验告诉

者，别入结于舌本；其直者，结于枕骨，名曰仲春痹也。足少

病人配合治疗，酸胀疼痛可很快缓解，治疗先予两侧委中寻瘀

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后者结于尻；其直者，上乘（月

络放血，然后予痛点集束刺，留针 40min，一次患者即感疼痛

少）季协，上走腋前廉，其病小指次指支转筋，引膝外转筋，

明显缓解。经同样方法治疗 5 次后，患者无不适感后出院。

膝不可屈伸，腘筋急，前引髀，后引尻”
。
2

5

现代医学理论

小

结

以上类似病例很多，有些仅仅用强力按摩膀胱经经筋的方

40 岁以上的人群因为雌激素的减少、腰椎解剖的关系、椎

法就可以缓解酸胀疼痛，有些针刺配合服中药就可以达到很好

承受的力学等原因，腰椎间盘突出很普遍。但是在临床中发现，

的临床疗效，所以从经筋论治腰椎间盘突出症不失为治疗的一

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不一定会产生疼痛等不失症状，从病理学

个法门。望同道们共同验证。

来说，疼痛是因为神经末梢受疼痛物质（如 P 物质、前列腺素）
的刺激所引起[2]。所以疼痛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导致软组织损

[1]田辉.筋理论与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机理探析[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

伤引起疼痛的理论逐渐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3

参考文献：

2005.5.7(3).3

从经筋论治

[2]宣蜇人.软组织外科学[M].2009.5:1

而针对其疼痛的原因，治疗方法一般主要应用局部封闭疗
法，严重的用手术疗法，远期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在诊疗过程
中，遵循经筋理论中“以痛为输”的取穴方法。由于经筋系统
本身缺乏固定穴位，将“输”引申理解为压痛点，即筋结点，
[3]

这种取穴原则，至今仍是治疗经筋病行之有效的方法 ，疗效
的好与坏往往由临床医生的手来判定，只要临床医生在检查病

[3]杨丽美.内经.经筋理论的应用[J].宁夏医学院学报.2006,2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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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胀”浅析
Discussion on the cardiac dist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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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心胀的论述首见于《灵枢•胀论第三十五》
，曰：“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根据历代中医文献中关
于心胀的论述以及中医对扩张型心肌病的认识，二者无论在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及治则治法等方面极具相似性，可将扩张型心肌
病归于心胀。本病病机多虚实错杂，少见实证。心气亏虚为本病之基础，心阳不振为后期根本，血瘀、水湿为病理产物，是疾病
发展及加重的重要因素，发病多虚、瘀、水湿交杂。本病辨证须紧抓正气虚弱这个根本，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结合气血津液辨
治，扶正祛邪，补心气、心阳、心阴，逐瘀血、化水湿，标本兼治，方可奏效。
【关键词】 名词研究；心胀；扩张型心肌病；中医药
【Abstract】 Cardiac distention was first recorded in Lingshu Zhangzhang The Thirty-fifth.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on of cardiac
distention and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n TCM literature, they are similar 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etiopathogenisis and therapeutical
principle. Deficiency of vial QI is the fundamental etiopathogenisis of this disease. Based on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stage, combined with
differentiation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strengthening healthy qi to eliminate pathogens, expelling haemostasis and dissolving water
treatments were applied to treat the disease.
【Keywords】 Noun research; Cardiac distention; Dilated cardiomyopathy;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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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感邪侵心，而心气亏虚。心气亏虚则鼓动无力，血脉运行不

历代中医文献的记载
心胀的论述首见于《灵枢•胀论第三十五》，曰：“夫心胀

者，烦心短气，卧不安。
”[1]本篇之中不仅提及了心胀之名，还
详细论述了“胀”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
《华佗神方•卷一•1022•论心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
法》
：
“心胀则短气，夜卧不宁，时有懊憹，肿气来往，腹中热，
喜水涎出。凡心病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
”[2]本篇着重论

畅，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失于濡养而见胸闷、气短、头晕、乏
力等症状；气虚损阳，则心阳不振，甚则全身阳气不足，失于
温煦，而见形寒肢冷、舌淡胖大等，更甚者阳气虚脱而见喘促
不宁、烦躁不安、冷汗不止。心气亏虚是发病重要方面，气有
气化、温煦、推动作用，在血液、水湿运行及代谢等方面有重
要作用。心气亏虚、心阳不振可致血行不畅，瘀血内生。也可
致水湿运化失常，水湿内停，聚为痰饮。瘀血、水湿等病理产

述了心胀的临床表现及发病的时间规律。
《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三心脏方•心脏论脉第一》：“心胀

物又可阻碍气机运行，互相影响，终致虚实错杂、迁延难愈。

者，烦心短气卧不安。
”[3]再次强调了“烦心短气卧不安”为心

疾病初期，以心气亏虚、瘀血阻滞为主，或有气阴亏虚，后期

胀的特征性表现。

则病变复杂，气虚、阳虚与瘀血、水湿交阻。本病临床单纯实

《神仙济世良方•下卷•治产后诸方》
：
“产妇感水肿，以致

证少见，往往因外邪侵袭，内舍于心，心气未伤而出现的暂时

面浮、手足浮，心胀者，然此浮非水气也，乃虚气作浮耳。
”

实证，随着疾病发展，最终会损伤心气。本病外邪多为邪毒、

论述了产妇水肿的病机不是“水气”而为“虚气”
。

湿热，因而实证多表现热毒炽盛、湿热侵心，或有血瘀。也有

[4]

《石室秘录•卷六•水湿门》
：
“产妇感水肿，以致面浮，手
足浮，心胀者，不治之症也，然而此浮非水气也，乃虚气作浮

因疾病发展至某一阶段或治疗过程中某一阶段出现短时的血
瘀、痰湿等实证突出而虚证不明显的状况。

耳，若作水湿治之，必死矣。吾今不治水湿，单去健脾，反有

总之，本病病机多虚实错杂，少见实证。心气亏虚为本病

生意。
”[5]本篇在《神仙济世良方》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妇水肿的

之基础，心阳不振为后期根本，血瘀、水湿为病理产物，是疾

治则治法。

病发展及加重的重要因素。发病多虚、瘀、水湿交杂。

上述论述指明了心胀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心情烦躁，气短，

4

对治则治法的认识

卧寐不安，水肿等。以及揭示了心胀的基本病机。
对于本病的治疗早有记载。
《石室秘录•卷六•水湿门》曰：
2

对病名的认识

“产妇感水肿，以致面浮，手足浮，心胀者，不治之症也，然

目前多数关于“心胀”病名研究的医家认为，根据历代中

而此浮非水气也，乃虚气作浮耳，若作水湿治之，必死矣。吾

医文献中关于心胀的论述以及中医对扩张型心肌病的认识，二

今不治水湿，单去健脾，反有生意。”着重指出了健脾在本病

者无论在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及治则治法等方面极具相似性，

治疗中的重要性。
《医醇剩义•胀》
：
“心本纯阳，寒邪来犯，阴

可将扩张型心肌病归于心胀。

阳相战，故烦满短气而卧不安也。”治宜温阳散寒益气养心之

3

对病因病机的认识
心胀的发病多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或过度劳倦，

法，用离照汤。吸取前人经验，从宏观上探讨本病的诊断依据，
治疗原则。辨证治疗上，本病以虚实为纲，从气血津液辨证论
治，以心为中心，而旁及脾、肺、肾、肝等脏。心气虚为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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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补益心气为治疗之基础，瘀血、水湿、邪毒为标，活血、

总之，本病辨证紧抓正气虚弱这个根本，根据疾病的不同

利水、解毒以祛邪。病之不同阶段，缓急之不同，标本之偏重，

阶段，结合气血津液辨治，扶正祛邪，补心气、心阳、心阴，

治以不同。

逐瘀血、化水湿，标本兼治，方可奏效。

气虚血瘀证为本病的基本证型，可单见于疾病的初始阶段
或治疗后恢复阶段，也可与其他证型交织并见，治以益气活血。
气阴两虚血瘀证也多单见于疾病的初始阶段或治疗后恢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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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促不宁，烦躁不安，冷汗不止，四肢厥冷，脉微欲绝，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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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火论治眩晕理论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ministerial fire theory in treating di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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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眩晕是临床常见病，可见于多个年龄段。笔者认为眩晕的发生多与相火异常有关。在临床中，以相火理论作为指
导，从整体辨析眩晕，从宏观的角度把握眩晕的病因病机，辨证施治，常获得明显效果。
【关键词】 眩晕；相火
【Abstract】Dizzy is a common disease, and it occurs in several ages. The author believes it is related with the disorder of ministerial
fir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ministerial fire theory, to analyze dizzy by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and investigate
its etiopathogenisis always can achieve obvious effect.
【Keywords】 Dizzy; Ministerial fi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31
相火者，丹溪谓之“天火”[1]，因其禀受于天，法于自然，

眩晕是常见的内科疑难病症，以自身站立不稳或视物旋转
为主症，可伴有恶心、呕吐、汗出、心慌、乏力，甚则昏倒等
症状。在临床中也包括头晕、头昏、头重脚轻等不伴有旋转者。

与天相应，与生俱来，源于先天之本肾，故为先天之火。相火
寄寓于下焦肝肾精血之中，以肝肾之阴为物质基础。相火为水

可常见于脑动脉供血不足、老年性眩晕、高血压病、梅尼埃综
合征、贫血、抑郁焦虑症等多种疾病。历代医家对于眩晕病因

中之火，既有阳动之性，又有阴守之性，动中有守，动而中节，
守于本位而不妄，人身之脏腑运动、气机升降、气血津液的化

病机论述颇多。《内经》中关于眩晕有“上虚则眩”、“髓海不
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以及“诸

生皆依赖相火，是推动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故《素问•天元纪
大论》篇：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
，此为相火之常。然因六欲

风掉眩，皆属于肝”的论述；元代朱丹溪提倡“无痰不作眩”，
认为痰火是眩晕主要的致病因素。现代医家多归于风、火、痰、

七情、饮食劳倦所伤，“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煽，则妄
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

虚、瘀五端。笔者认为眩晕的发生多与相火异常有关，相火源
于命门，藏于肝肾精血之中，以肝肾之阴为基础，输布三焦，

。
阴绝则死”[1]，此为相火之变，故又曰相火为“元气之贼”
相火上以奉养君火，濡养心神，维持七情的正常发生演变，

是气机调畅的原动力。相火的正常疏布与温煦是气血调和及脏
腑功能正常发挥的基础。相火异常可引起气血失和、脏腑功能

七情的变化反过来会影响相火的运行；下可温养肾水，使肾中
阴阳调和。后天脾土有赖于相火的温煦，使脾土有生发之机，

失调，进而引起眩晕的发生。笔者以相火理论为指导，从肝、
脾、肾三脏入手，调和相火，并注重情绪调节，获许心得，试

气血调和。总的来说相火异常导致眩晕主要见于以下四个方面。

述如下，以飨同道。
相火既为生理之火，又为病理之火；相火异常是眩晕发生
的主要病理基础。

1

情志不遂，相火内郁

随着生活节律的加快，来自社会、家庭、工作、生活等方
面的压力日益剧增，精神时常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加上群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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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承受能力的下降，使得部分人在压力之下不堪重负，或者情

虚热上扰，则脑神失养，头脑昏沉不清。此类眩晕以“肝肾阴虚，

色淫欲扰乱心性，欲念不遂，胸中郁愤之气不能舒展，焦躁不
安、易怒，久之则气机郁滞，胆失调达，相火内郁不伸，而成

相火失制”为病理基础，治疗以滋养肝肾之阴，轻清虚热为法，
常以知柏地黄汤加减。阴虚风动者合大定风珠以养阴熄风。

病理之火。少阳为风木之脏，相火失位，风火相煽而上冲头目，
出现头晕昏沉、耳鸣、乏力等症，若少阳郁闭日久，三焦水道

4

不通，聚湿生痰，风、痰、火互结，耗伤营血，则可加重头晕，
视物旋转等症。此类病证前期多是郁火为主，以“气火内郁”
为病理基础，《内经》中有“木郁达之，火郁发之”的治则，
治疗时多以疏肝解郁，清利头目为主，常以柴胡疏肝散或逍遥
散加减。病程日久脾胃虚弱，气血亏虚者可合归脾汤益气养血，
中气不足，清阳不升者可合益气聪明汤加减。
2

饮食不节相火亢进
平素暴饮暴食，饮食不节，喜食肥甘厚味，久之损伤脾胃，

痰热内生，胆为甲木，本为清净之腑，而今痰热扰动，木郁不
达，内寄之相火僭越妄动，亢盛暴烈，风热互结，循肝经上冲
头目，上扰清窍，动则眩晕，面红目赤，烦躁不宁，焦虑易怒；
木郁胆热克犯脾胃，则胃胀胁痛、恶心呕吐，嘈杂反酸。此类
眩晕的基础是胆胃不和，痰热内扰，相火失位，治疗以理气化
痰，清胆和胃为主，以柴芩温胆汤加减，柴胡合黄芩不仅可清
泻里热，宣畅相火，还可疏利三焦，条畅气机。对于痰热较重
者可加黄连、胆南星等。
3

年高劳倦相火妄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到：“年过四十而阴气自半，

起居衰矣”
。年老体衰，肝肾阴精亏耗；或久病伤肾；或房事不
节或熬夜劳倦，阴精亏耗过甚，均可使肝肾阴亏。相火藏于肝
肾阴精之中，为水中之火，动中有守，今阴精亏虚不能制约相
火，相火失制必动而不守，妄动越位，扰动心神则心烦意乱，
夜寐不安，阴精亏虚而不能充养脑髓，相火妄动而致火旺于上，

寒邪内盛相火虚衰

平素阳虚体质，阴邪内盛，或过用苦寒之药，或外受寒湿，
久病内伤，或年老久病相火本已不足者，相火为水中之火，肾
中之阳，先天之元阳不足，周身脏腑失于温煦。所谓火生土者，
即肾中潜藏之相火温暖脾土，而今相火虚衰，不能生土，水无
所制，且肾阳虚衰不能化气行水，如《古今名医方论》中曰：
“盖水之所制在脾，水之所行肾也。肾为胃关，聚水而从其类。
倘肾中无阳，则脾之枢机虽运，而肾之关门不开，水虽欲行，
孰为之主？……”，水湿壅盛，清阳不升不能布精于上，而生
头眩、短气、心悸等症。此类眩晕以“相火虚衰，脾肾阳虚，
水气内停”为主要病理基础；宜温阳化饮为治法，以真武汤加
减，若中阳不足日久，以胸胁支满，目眩短气心下悸者可合苓
桂术甘汤加减以温中化饮，健脾祛湿。
眩晕是临床常见病，可见于多个年龄段，据笔者临床观察，
年轻人眩晕多与情志不舒，欲念不遂，相火内郁有关，中老年
人新发眩晕多与湿热相火或痰火内郁有关，多为实；病程日久
者多考虑肝肾阴虚相火妄动，多为虚证，尤适于长时间头晕昏
沉不清等症状的患者。另外对患者配合健康教育，引导患者健
康饮食，修身养性，清净淡然，情绪稳定，君相互感，水火既
济，使相火动而中节。在临床中，以相火理论作为指导，从整
体辨析眩晕，从宏观的角度把握眩晕的病因病机，辨证施治，
常获得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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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肠健脾汤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the Yichang Jiangpi decoction
孙鹏国 1 杨晶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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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益肠健脾汤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效果。方法：66 例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内服自拟益肠健脾
汤并进行灌肠。结果：临床治愈 41 例，占 62.12%；显效 15 例，占 22.72%；好转 7 例，占 10.61%；无效 3 例，占 4.55%，总有
效率 95.45%。结论：益肠健脾汤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溃疡性结肠炎；益肠健脾汤；灌肠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ichang Jiangpi decoction on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Methods: 66
patients of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were orally given self-made Yichang Jiangpi decoction with enteroclysm. Results: 41 cases were cured,
occupying 60.12%, 15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ccupying 22.72%, 7 cases were improved, occupying 10.61%, and 3 cases were
invalid, occupying 4.5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5.45%. Conclusion: Yichang Jiangpi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on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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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未明原因的非特异性炎症性慢

内服益肠健脾汤，配合灌肠，用药 30d，自觉症状消失，大便

性结肠疾病。直肠与结肠是主要的病变部位，病理表现以糜烂

正常。又用药 1 个月疗程巩固疗效，半年后复查结肠镜：肠黏

和溃疡、充血水肿为主。腹泻、腹痛、脓血便、大便带有黏液

膜水肿、糜烂、充血、溃疡均消失。嘱少食肥甘、禁饮酒。经

为主要临床表现，或兼有里急后重、肠鸣、腹胀等症状，常缠

10 余年观察未见复发。

绵难愈、反复发作。属中医“腹泻”
、
“痢疾”等范畴，临床上
为疑难病，笔者采用益肠健脾汤内服并配合灌肠的治疗方法取
得了满意疗效。现介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

体

会

现代医学认为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与感染、免疫、精神等因
素有关。祖国医学认为本病是由于饮食不节、伤及脾胃、湿浊
内生、脾失健运、伤及气血、蕴积肠道所致。溃疡性结肠炎主
要侵犯结肠与直肠的黏膜和黏膜下层，首先累及直肠和乙状结

本组 66 例患者中男 42 例，女 24 例，年龄 21～65 岁，平

肠，然后逐渐向上，连续不断地蔓延或至全结肠，少数局限于

均年龄 45 岁。病程短者 5 个月，长者 20 余年。全部病例均符

左侧结肠，呈区域性或节段性分布。气血壅滞、邪滞于肠、脂

合溃疡性结肠炎诊断标准。

络受伤、肠道传化失司、腐败化为脓血是溃疡性结肠炎的病机。

1.2 治疗方法

本病加重的原因与过劳失眠，精神紧张，恣食生冷、进食刺激

1.2.1 内服法

性食物等因素有关。病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伤及脾阳、虚

基础方为自拟益肠健脾汤：白术 15g，党参 20g，附子 5g，

寒内生，或久痢伤肾、或脾病及肾，以致脾肾两虚、中焦虚寒。

干姜 6g，桂枝 10g，黄连 5g，黄芩 15g，益智仁 10g，木香 10g，

所以病位在肠，但又与肝、脾、肾相关，病情表现为：寒热错

槟榔 10g，白芍 15g，当归 15g，乌梅 20g，甘草 5g。肾虚者：

杂、虚实夹杂、气血两伤、湿浊相混。因此在治疗上以健脾温

加鹿角霜、炒故子。湿热甚者：加地榆、苦参。食积者：加焦

中、寒热并用、肝肾兼顾、气血同调、清热燥湿。

三仙。1 剂/d 水煎服。
1.2.2 灌肠方

溃疡性结肠炎是消化道领域目前的研究重点之一。中医
药综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迅速

黄连 5g，药用炭 5g，五倍子 6g，共为末，用 100～150ml

缓解症状、取效时间快、提高生活质量、改善患者体质、副

温水溶化，保留灌肠，1 次/d。1 个疗程为 15d，以 2 个疗程判

作用少而安全等。益肠健脾汤方中用附子、干姜、党参、白

断疗效。

术、桂枝温健中阳、补脾益气。用白芍、乌梅益肝体，黄芩、

2

结

果

2.1 疗效标准
临床治愈：黏液脓血便、腹痛、腹泻消失，便常规：阴
性，结肠镜：正常。显效：黏液脓血便、腹痛、腹泻消失，
便常规：正常，结肠镜：出血、溃疡明显好转。好转：黏液

黄连泻肝用。用干姜、益智仁、附子补脾肾之阳。方中干姜、
附子、桂枝、黄连、黄芩寒热并用，一治中焦虚寒，又清大
肠湿热。槟榔、木香行气导滞，白芍、当归调和气血。诸药
合用，肝脾调、脾肾健，气血和、寒热除、湿浊清，则便脓
血即愈。
另外灌肠方中五倍子收敛生肌、黄连清热燥湿、药用炭解

脓血便、腹痛、腹泻偶见，便常规：有脓血，结肠镜：出血、

毒杀菌，中药保留灌肠有独特的优势：可使药物直达病所起直

溃疡好转。无效：临床症状、体征及便常规、结肠镜均未见

接作用，在病变活动期用之奏效甚速。由于病变部位多在结肠

改善。

远端，效果更加明显，使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祛腐生肌的中

2.2 治疗结果

药浓煎汤直接作用在溃疡创面上，更有利于粘膜上皮修复，溃

临床治愈 41 例，占 62.12%；显效 15 例，占 22.72%；
好转 7 例，占 10.61%；无效 3 例，占 4.55%，总有效率
95.45%。
3

疡部位肉芽组织新生，而促进溃疡的愈合。
中医药治疗本病的确切机理及对促进黏膜溃疡愈合，抑制
黏膜炎性增生，防止病变复发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病的复杂性决定了临床医师的工作难度。因此，在临

典型病例

床工作中医师不但要辨证论治，还要花费相当的精力来做科
女患，49 岁，黏液脓血便、腹痛、腹泻反复发作 6 年。曾

学普及工作，尤其是要让病人理解和接受中医药治疗溃疡性

服用柳氮磺胺吡啶、诺氟沙星、庆大霉素、四环素、补脾益肠

结肠炎的优势和特点，这样才能让病人减少本病带来的痛

丸等药，效果不佳。就诊时仍诉黏液脓血便、腹痛、腹泻，3～

苦。

4 次/d，舌淡，苔腻微黄，脉缓。便常规：色黄，红细胞（＋）
，
白细胞（＋）
，黏液（＋＋）
，结肠镜检查：乙状结肠、降结肠、
直肠、均有多处糜烂和溃疡、充血水肿。中医诊断：休息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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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对药治疗小儿肾病探析
Treating pediatric kidney disease in TCM
翟文生 1 袁 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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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肾病是小儿泌尿系常见疑难病，西医多应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有较大副作用。在我们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
现中医药治疗小儿肾病可以提高缓解率，减少复发率，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有较大优势，并且在临床应用中发现有不少固定组
合的对药或组药，可以明显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中药；对药；肾病
【Abstract】 Nephropathy is a common problem in children with urinary tract diseases. Modern medicine uses hormone and immune
therapy, however with greater side effects. We found in our long-term clinical practice of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to children with
kidney disease that TCM therapy could increase the response rate, and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reduce the side effects of modern medicine,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many fixed combination drugs or group of drugs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Keywords】 TCM; Double medicine; Kidney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33
肾病是小儿泌尿系常见疑难病，属于中医“阴水”范畴，
往往反复发作，经久不愈。西医多应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

因病机中互为因果的风、气、血、水四大要素，临床用药必须
打破它们之间的不良循环，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较大副作用。在我们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中医药治疗小儿

黄芪味甘，性微温，归脾、肺经，有健脾补中、升阳举陷、

肾病可以提高缓解率，减少复发率，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有

益卫固表、利水之功；益母草味辛、苦、性凉，具有活血调经、

较大优势。并且在临床应用中发现有不少固定组合的对药或组

利尿消肿、清热解毒之功效；蝉蜕味甘，性凉，归肺、肝经，

药，可以明显提高临床疗效。现将我们治疗小儿肾病综合征常

具有祛风解表之功效。三者合用既能益气固表祛风，又能化瘀

用对药做一总结，探讨对药组合的理论依据，提高中医治疗肾

通经利水，直取肾病病因病机中互为因果的风、气、血、水四

病的临床疗效。

大要素，故能明显提高临床疗效。现代研究也证实黄芪具有减

1

黄芪、益母草、蝉蜕
小儿肾病大多由于肺脾肾三脏不足，脾虚精微化源不足，

肾虚封藏失职，导致大量精微物质从尿中丢失，形成肾病的关

少蛋白漏出，纠正血瘀状态，改善微循环[1]的作用；蝉蜕有抗
组织胺、神经节阻断作用，可以消除和减弱感染以后的变态反
应，而变态反应是肾损害出现蛋白尿的主要原因。常用量：黄
芪 20～30g，蝉蜕 3～6g，益母草 10～20g。

键表现－大量蛋白尿。肺脾肾三脏不足，水液代谢失常形成水
肿，水湿为有形之邪，阻遏气机，影响血行，导致血瘀，“血
不利则为水”，血瘀阻滞，气机不畅，脏腑气化失常，进一步

2

黄芪、防风、白术
容易反复和复发是小儿肾病的重要特点之一，反复感染

加重水肿，形成气－血－水之间的恶性循环，使肾病久治不愈。

是其主要诱发原因之一，这是由于肾病患儿正气亏虚，不能

肾病属《内经》肾风范畴，《素问•风论》言：“以冬壬癸中于

卫外固表，且肾病患儿大多应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导致免

邪者为肾风。”王冰注：“冬壬癸水，肾主之。”《素问•风论》

疫紊乱和免疫低下，感染经常发生。其治疗关键是益气固表，

言：“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庞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

正气足，卫表固，则外邪不入，内邪自清。黄芪有健脾补中、

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
”
《素问•评热病论》言：

益卫固表之功；防风味辛、甘，微温，归肺、膀胱、肝、脾

“有病肾风者，面胕庞然壅，害于言。
”
《中藏经•卷上》言：
“肾

经，具有祛风解表之功；白术，味苦、甘，性温，归脾、胃

风之状，但踞坐而腰脚重痛也。”说明肾风为肾受风邪所致的

经，具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之功；三药合用即玉屏风散，

疾患，以面部浮肿、腰痛、色黑为主证，与今之肾病应属同一

具有益气健脾固表之功。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具有减少蛋

种疾病，与外受风邪关系密切，也与肾病多在感冒后发生或加

白漏出的作用；玉屏风散可增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三者

重相一致，且肾病主要表现为蛋白尿，中医症状学描述则为泡

合用既能提高患儿免疫功能，减少感染及复发，又能减少蛋

沫尿，泡沫尿也具有中医风邪的特征，为肾病即肾风的重要佐

白漏出，可防止水肿迁延不愈。常用量：黄芪 20～30g，防风

证。说明风邪为肾病发生、发展的起动因子。这就形成肾病病

6～10g，白术 10～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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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肉苁蓉
淫羊藿味辛、甘，性微温，归肾，肝经，有补肾阳，强筋

骨之功。《本草纲目》明确其“性热，补三焦命门之药也，惟
阳弱精寒，禀赋虚怯者宜之。
”肉苁蓉味甘，咸，性温，归肾、
大肠经，质润肉厚，从容和降具有补肾阳，益精血之功。《本
草汇言》云：
“肉苁蓉，养命门，滋肾气，补精血之药也。
”多
数水肿反复不愈患儿，或禀赋不足，或后天失调，水湿内侵，
导致脾肾功能不足，脾阳不振，肾阳虚弱，阳气不足则水气不
能蒸化而发水肿。温补肾阳是治疗肾病的常用方法，但小儿素
体阴虚，过用温燥或利尿太过，或长期应用激素，有助阳生热，
热盛伤阴而至肝肾阴虚的弊端；加之阴阳互根，“善补阳者，
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淫羊藿、肉苁蓉二
者合用，一方面可以强化温阳的效果，另一方面肉苁蓉可以抑
制淫羊藿之温燥之性、又有“阳得阴助”之意。二者合用，温
补肾阳，润而不燥，相得益彰。常用量：淫羊藿 6～10g，肉苁
蓉 6～10g。
4

-67滋阴润燥之功。黄柏味苦，性寒，归肾、膀胱、大肠经，具有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除骨蒸清虚热之功。小儿肾病多用激素，
如长期大量应用皮质激素时易于出现心烦、兴奋、手足心热、
面色潮红、失眠、盗汗等症，中医辨证属于阴虚火旺，治疗要
注意加入滋阴清热药物。
《本草通玄》载：
“知母苦寒，气味俱
厚，沉而下降，为肾经本药。……泻有余之相火，理消渴之烦
蒸”。《药品化义》言：“黄柏，味苦入骨，是以降火能自顶至
踵，沦肤彻髓，无不周到，专泻肾与膀胱之火”。知母、黄柏
不仅能清下焦热盛，而且可以滋养下焦阴液。
《本草正》曰：
“古
书言知母佐黄柏滋阴降火，有金水相生之义。盖谓黄柏能制膀
胱、命门阴中之火，知母能消肺金，制肾水化源之火，去火可
以保阴，是即所谓滋阴也”。二药相伍，相得益彰，伏相火力
专且洪，无以附加矣。正如《本草纲目》所言：“肾苦燥，宜
食辛以润之；肺苦逆，宜食苦以泻之。知母之辛苦寒凉，下则
润肾燥而滋阴，上则清肺金泻火，乃二经气分药也；黄柏则是
肾经血分药，故二药必相须而行，昔人譬之虾与水母，必相依
附”
。常用量：知母 10～15g，黄柏 6～15g。

山茱萸、山药
7
山茱萸味酸、涩，性微温，归肝、肾经，具有补益肝肾，

涩精止遗之功，
《汤液本草》言：
“山茱萸止小便利，秘精气，
取其味酸涩以收滑之。
”
《雷公炮炙论》谓其可“壮元气，秘精”，
为平补阴阳，封藏固精之要药，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有降糖、
降脂、抗氧化应激及对抗免疫排斥反应等多重药理作用。山药
味甘，性平，入脾、肾经，有健脾养胃，补肾涩精之功。《本
草纲目》载：
“益肾气，健脾胃。
”针对肾病患儿临床以蛋白尿
为主的临床表现，我们认为蛋白为精微所化，宜藏不宜泄，肾
主蛰守位，脾主运升清，故精微之固藏脾肾是关键。山药味甘
以补，益脾而升津，但其力稍弱，多与其他药物伍用，《本草
正》言“山药，能健脾补虚，滋精固肾，治诸虚百损，疗五劳
七伤。第其气轻性缓，非堪专任，故补脾肺必主参、术，补肾
水必君茱、地，涩带浊须破故同研，固遗泄仗菟丝相济”。山
茱萸性涩以收，敛肾而固精，与山药合用，既能生精又能固涩，
相须为伍，共奏固肾健脾、秘藏精微、收涩蛋白之功。常用量：
山茱萸 10～15g，山药 15～30g。
5

金樱子、芡实
金樱子味酸、甘、涩，性平，归肾、膀胱、大肠经，具有

酸枣仁、麦冬
酸枣仁味甘，性平，归心、脾、肝、胆经，具有宁心安神、

养肝、敛汗之功；《本草汇言》曰：酸枣仁，均补五藏，……
五藏偏失之病，得酸枣仁之酸甘而温，安平血气，敛而能运者
也”；《本经逢原》载：“酸枣仁，熟则收敛精液，……生则导
虚热”。酸枣仁养阴精而能收敛固涩。麦冬味甘、微苦，性微
寒，归心、肺、胃经，具有养阴生津之功。《本草择要纲目》
认为麦冬：
“强阴益精……为补髓通肾气滑泽肌体之对剂也”
。
麦冬补肺肾之阴而生律润燥，与酸枣仁配伍，相得益彰，养阴
而不滋腻，敛阴有助于养阴。对于肾病后期肾阴不足者尤佳。
另外，我们在临床中发现，肾病在激素减量或维持阶段时，反
复呼吸道感染反而明显增多，原因可能与心之“君主”之令不
行有关[5]。适当加以酸枣仁、麦冬养心阴、定神志以助“君主”
之令，发现可明显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次数，从而减少肾病反复
或复发。常用量：酸枣仁 10～30g，麦冬 10～20g。
上述药对为我们多年治疗小儿肾病的临床实践与理论创
新的经验所得，药物作用效专力宏，在临床辨证处方中随症加
减，能起到事半功倍效果。
参考文献：

固精缩尿，涩肠止泻之功；芡实味甘、涩平，归脾、肾经，具
有固肾涩精，健脾除湿，止带之功。我们认为湿邪与脾肾两虚
之间互为因果，是肾病水肿发生的关键所在。二药配伍，共奏
补肾固精、健脾除湿之功效，且二药均药性平和，无明显寒热
偏性，故对精微下泄之血尿、蛋白尿，皆可配伍使用。有研究
表明金樱子、芡实配伍、黄芪、山药等药益肾固精补肾涩精治
疗小儿蛋白尿具有良好的疗效[3,4]。常用量：金樱子 10～15g，
芡实 10～15g。
6

知母、黄柏
知母味苦、微甘，性寒，归肺、胃、肾经，具有清热泻火，

[1]罗永兵,赵春妮.黄芪治疗肾病综合征中西医作用机制的相关性探讨[J].国
医论坛,2006,21(3):20-21
[2]郭立中,叶传蕙.从风论治肾炎蛋白尿的经验[J].中国医药学报,2001,16(3):
48
[3]高小黎.益气活血补肾涩精汤治疗小儿蛋白尿 75 例[J].现代中医药,2008,
28(3):56-58
[4]王静.补肾固涩法为主治疗蛋白尿 30 例[J].陕西中医,2001,22(10):590
[5]翟文生.肾病综合征治疗过程中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实践[J].辽宁中医
杂志,2012,39(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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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ervicogenic vertigo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宋世雄 吴俊红 王长垠 殷春萍
（河北省邯郸市中医院，河北
中图分类号：R255.4

邯郸，056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68-02

【摘 要】 目的: 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颈性眩晕的疗效。方法: 将 80 例颈性眩晕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口服氟桂利嗪
胶囊，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另服自拟益气补髓汤加减。两组均连用 2 周后判断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对照
组为 7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颈性眩晕疗效显著。
【关键词】 颈源性眩晕病；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cervicogenic vertigo. Methods: 80
patients of cervicogenic vertigo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orally given Flunariz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elf-made Yiqi Busui decoction. After 2 week treatment, the efficaci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3%, significantly differenc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8%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ed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cervicogenic vertigo.
【Keywords】 Cervicogenic vertigo;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34
颈性眩晕是由颈部软组织病变或颈椎病变而引起的以眩
晕为主要症状的临床常见疾病。笔者自 2000 年以来，应用中
西医结合治疗颈性眩晕 80 例，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0 例均为我院内科住院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0

芎、赤芍各 12g，王不留行、威灵仙、葛根各 20g。1 剂/d，水
煎 2 次，共取汁 400ml，分早晚 2 次温服。
两组用药均 14d 为 1 个疗程。
1.4 疗效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
分为：痊愈：临床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
椎基底动脉或颈内动脉供血恢复正常，随访半年不复发；好转：

例，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32～77 岁，平均 56.8 岁；病程

临床症状明显减轻，可胜任日常工作和生活，但劳累后或转动

6 个月～20 年。对照组 40 例，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39～

头部时病情时有反复，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椎基底动脉或颈

75 岁，平均 54.3 岁；病程 6 个月～22 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内动脉供血改善，随访不足半年或半年内复发者；无效：病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无改善或进一步加重。治疗结果：经上法治疗 1 个疗程后评定

1.2 诊断标准

疗效，结果见表 1。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进行诊断。有眩晕、恶
心等颈性眩晕的典型症状，少数患者曾有猝倒病史；体格检查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见旋颈试验阳性；X 线片示椎间关节失稳、骨赘形成、韧带钙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未愈

化或钩椎关节骨质增生；经颅多普勒超声（TCD）检查确定为

观察组

40

22

15

3

93

对照组

40

13

18

9

78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影像学所见（X 线或 CI、MRI 显示

★

★

颈部骨关节退行性改变）与临床表现相符合。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1.3 治疗方法

1.5 讨论

1.3.1 对照组

有效率（%）

颈性眩晕为椎动脉 II 段（进入颈 6 横突孔以后至进入颅内

药物选择：给予西比灵，5mg/片（主要成份为盐酸氟桂利

以前的椎动脉段）受压或刺激而造成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而形

嗪，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成的疾病，又称椎动脉型颈椎病。扩张血管增加椎基底动脉的

H10930003）
。口服 5mg/次，1 次/晚。

血流是其治疗的关键。西比灵为选择性钙通道阻滞剂，能选择

1.3.2 治疗组

性阻滞病理损伤过多的钙离子进入细胞，对正常细胞内钙离子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内服自拟益气补髓汤，方药组成：杜仲、
桑寄生、怀牛膝各 30g，党参、白术、茯苓各 15g，当归、川

无影响[2]；能防止脑细胞内钙离子过载，降低皮质血管阻力，
（下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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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霞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经验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Zhao Wen-xia for treating NAFLD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75.5

文献标识码：A

闫 乐
郑州，450008）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69-02

【摘 要】 目的：总结赵文霞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经验。方法：通过跟师学习，整理赵文霞教授治疗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的医案、医论，总结其对该病病机和治疗方法认识。结果：赵教授认为本病本虚标实，以脾气虚为主，痰湿、郁热、
血瘀交织致病。治疗应衷中参西、中药、针灸、调整饮食、适量运动相结合。结论：赵文霞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疗效显
著。
【关键词】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医疗法；中医经验；赵文霞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experiences of Professor ZHAO Wen-xia in treating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s (NAFLD). Methods：By learning with the teacher and organizing the medical cases and medical theories of professor ZHAO
Wen-xia in treating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er understandings of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of the disease and treatment
method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Professor ZHAO Wen-xia regarded that NAFLD were deficient root with overdo superficial. It was
focused on mainly on give priority to deficiency of spleen qi. The pathogenic factors were mixed phlegmy wet, muggy, blood stasis. The
treatments included TCM,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ltering the diet, moderate exercise. Conclusions：Professor ZHAO Wen-xia
achieved remarkable therapeutic effect in in treating NAFLD.
【Keywords】 NAFLD; TCM therapy; TCM experience; ZHAO Wen-x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35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导致病情逐渐进展。NAFLD 早期，相当于 NAFL，此时以痰

NAFLD）是一种与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和遗

湿偏盛为主；随着病情进展，病程进展至 NASH 阶段，病机多

传易感密切相关的代谢应激性肝脏损伤，其病理学改变与酒精

以痰湿热化，阻滞气机，血瘀渐露；当发展致晚期，出现相关

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相似，但患者无过量

肝硬化和肝细胞癌时，病机以痰湿、郁热耗伤阴血，血瘀笃重；

饮酒史，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中医对本病的研究，一方一药难以取得最佳疗效。NAFLD 的

Simple Fatty Liver，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明确病人所处的病理阶段、抓住主要矛

[1]

Steatohepatitis，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和肝细胞癌 。近年

盾或病情的本质，分阶段施以合理针对性的治法，是提高疗效

来我国成人 NAFLD 平均患病率在 15%，并呈逐年增长及低龄

的关键之一。

化发病趋势，且 NASH 是导致脂肪性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及肝
细胞癌的重要环节，构成本世纪肝病领域的新挑战。导师赵文

2

辨论虚实，证药结合

霞教授长期从事脾胃、肝胆疾病的临床治疗 20 余载，从 1993

《石室秘录》记载：“肥人多痰，乃气虚也，虚则气不运

年起，开展了中医药防治脂肪性肝病的临床及实验研究，积累

行，故痰生之，则治痰焉可独治气焉？必须补其气，而当兼补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对其临床治疗有深入独到见解。笔者有

命门之火；盖火能生土，而土自生气，气足而痰自消，不治痰

幸跟师学习，获益匪浅，今将赵教授治疗 NASH 的临床经验介

正所以治痰也”。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认为：
“人之肥者气

绍如下。

必虚。”赵师认为，NAFLD 患者因脂质大量沉积在肝脏，表现

1

详审病机、动态辨证

为形体丰腴、肝体肿大、少动喜卧、沉困怠惰，因而气虚阳微，
可导致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异常，津液凝滞为痰，湿痰滋

NAFLD 是现代医学概念，根据其病因和临床表现可归属

蔓周身腠理、阻遏气机、气滞血瘀、瘀血阻络发而为病。故而

中医的“肝癖”、“胁痛”、“肝著”、“肥气”等范畴。《古今医

本病本虚标实，尤以脾气虚为主，痰湿、郁热、血瘀交织形成

鉴•胁痛》认识到：“胁痛者，……若因暴怒伤触，悲哀气结，

本病。

饮食过度，冷热失调，颠仆伤形，或痰积流注于血，与血相搏，

赵师在临床遣方常以“肝为中焦”之说辨证用药，调理脾

皆能为痛。”指出七情所伤、饮食过度等引起气结、痰积、血

胃以治肝病，实脾以防肝病传变，治肝亦以“平”为期[2]。治

瘀交阻是其胁痛的主要病机。赵师认为，纵观 NAFLD 的发病

当疏肝勿燥肝，滋肝勿过腻，清肝勿伤胃，泻肝勿伤正，养肝

过程，病因与病理变化、或病理与症状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

防化火，以“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为准绳用药。肝郁脾虚

变的，而是随着疾病的发展，不断转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者，若胁肋胀满、疼痛重者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若纳差、

共同作用，使病证由浅入深，由轻转重，由虚致实，由实致虚，

腹胀、便溏重者以参苓白术散或香砂六君子加减。痰湿偏盛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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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身困体乏，痰涎较多，大便不爽，舌质淡胖，苔白厚腻，脉

次/d。既往无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病史，否认过量饮

弦滑者，用二陈汤或胃苓汤合保和丸加减。若痰湿日久郁而化

酒史。患者为文职工作人员，平素活动量少，嗜食肥甘厚味，

热，耗伤肝阴者，伴见头晕目眩、口干咽燥、舌红苔黄用一贯

晚餐饮食丰富且量大，身高 166cm，体重 85kg，腰围 cm，臀

煎加减，酌以决明子、青黛、丹皮、夏枯草。血瘀重者，伴见

围 cm。舌质暗淡，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舌苔白腻，脉弦细

胁肋刺痛明显，舌质紫暗有瘀斑，舌苔薄白，脉细涩，可用复

滑。生化检查：ALT：102U/L，AST：88U/L，CHO：3.83mmol/L，

元活血汤合或旋复花汤加减。痰湿、血瘀盛者可伴见肝郁气滞，

TG：6.91mmol/L。B 超提示：脂肪肝、CT 示：重度脂肪肝，

酌加柴胡、香附、青皮、枳壳、郁金、川楝子等疏肝理气。
3

肝脏 CT 值 19HU，脾脏 CT 值 57HU。中医诊断为胁痛，证为
肝郁脾虚。拟以疏肝理气，健脾利湿为法。处方：醋柴胡 9g，

衷中参西，结合用药

炒当归 15g，炒白芍 15g，炒白术 15g，姜半夏 9g，陈皮 15g，

赵师认为 NAFLD 患者临床表现常无明显症状，因而中医

党参 15g，荷叶 15g，山楂 15g，麦芽 15g，茯苓 30g，泽泻 30g，

治疗师于古而不拘泥于古，现代医学诊查手段与中医辨证诊疗

薏苡仁 30g。水煎服，1 剂/d。嘱患者调整饮食结构及饮食规律，

相结合，临证时，相关病史与体格检查、B 超、CT、肝功能等

以低糖低脂饮食、高纤维素饮食，晚餐减少饮食量或以蔬菜瓜

检查结合，对患者采取中医辨证施治。赵师根据现代药理学研

果代替部分主食。运动以快走，羽毛球等低强度有氧运动为主。

究结合检查用药，若肝功能异常者酌加山豆根、五味子、垂盆

服药 20 剂，诸症减轻。随证加减服药 1 个月，诸症消失。加

草、水飞蓟；血脂升高者酌加泽泻、荷叶、茯苓、山楂；血压

减用药再服 2 个月复查肝功能、血脂均正常，CT 回示肝脏 CT

升高者酌加钩藤、夏枯草、决明子、黄芩；血糖升高者酌加黄

值 56HU，脾脏 CT 值 57HU。瞩其增加运动强度，如慢跑、游

精、黄连、天花粉、生山药；腹型肥胖者酌加大腹皮、陈皮。

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饮食原则如前以巩固疗效，随访 3 个

4

月，未再复发。

数法并用，增强疗效
NAFLD 患者多身形肥硕，而体重指数、腰臀比值高于正

参考文献：

常。因为临证时，赵师强调 NAFLD 的患者治疗当以饮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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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添加针灸、耳穴等治疗方法。治疗上应循序渐进，持之以
恒，疗程可达 3～6 个月，如此可增强疗效，有利于病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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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脑供血、供氧，抑制脑血管痉挛，同时可直接作用于脑干

见其合理性，科学性。临床谨守病机，随证加减，中西医结合，

神经元，治疗缺血、缺氧造成的病理性损害。同时还能改善内

疗效颇佳。

[3]

耳前庭及脑干前庭区域的循环状态，进而缓解眩晕发作 。
颈性眩晕属于中医学“眩晕”范畴，其病机可概括为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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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认为，精血不足，不能上充于脑，头窍失养，可致眩晕。

1994:485,586

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居下焦，肝木赖肾水之濡养，精血相

[2]尹字信.氟桂嗪的临床药理及其在神经科的应用[J].新药与临床,1986,5(5):

互资生。脾主运化水谷精微，肾脏精气有赖于后天之精的不断

299-302

补充与化生。显然，颈性眩晕的产生与肾、肝、脾三脏密切相

[3]李勇,戚龙.纳洛酮联合盐酸氟桂利嗪治疗眩晕 36 例临床观察[J].临床荟萃,

关。益气补髓汤具有补养肝肾、益气健脾、活血通络的功效。

2003,18(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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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葛根可明显改善头面部血流，与川芎等均具扩张血管，
改善微循环作用，其与现代医学对本类疾病治则不谋而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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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热汤联合西医治疗大面积脑梗死并发中枢性高热
随机对照研究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n treating large area of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central high fever by the Xiere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于加军 邰阳升
（辽宁省海城市中医院，辽宁
中图分类号：R743.33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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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114200）

证型：BGD

要】 目的：观察泄热汤保留灌肠联合西医治疗大面积脑梗死并发中枢性高热疗效。方法：使用对照研究方法，入选

60 例并发中枢性高热的大面积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0 例，自拟泄热汤（大黄 30g，芒硝 20g，冰片 1g，黄芩 10g，
黄连 10g，黄柏 20g，栀子 30g，金银花 30g，连翘 30g，知母 20g，麦冬 30g，甘草 20g。
）联合西医治疗（同对照组）
；对照组 30
例，西医治疗：①持续亚低温治疗仪降温。②应用镇静药物：如冬眠灵。结果：治疗组降温时间短，平均清醒时间短，神经功能
缺损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治疗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泄热汤灌肠联合西医治疗大面积脑梗死发生中枢性高热，
具有退热时间短、患者恢复快、无毒副作用等优点，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并推广应用。
【关键词】 泄热汤；中枢性高热；大面积脑梗死；中西医结合；随机对照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retention enema with Xiere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large area of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central high fever. Method: 60 patients with large area of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central high fev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self-made Xiere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nly modern medicine. Results: The cooling tim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horter,
the time of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shorter and the neural function defect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Retention enema with Xiere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had so many advantages,
including short cooling time, fast recovery, no toxic side effects and other advantages.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clin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Xiere decoction; Central high fever; A large area of cerebral infarct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36
中枢性高热即体温调节中枢受损，主要为丘脑下部散热中

1.3 诊断标准

枢受损，使体温调节功能紊乱所致。在大面积脑梗死患者中是

60 例患者均在发热后立即做痰培养、血尿常规化验及胸 X

危重并发症之一，并且高热持续时间长，可严重引起脑及全身

线等相关检查，均为阴性，排除伴有或同时存在基础感染及隐

各器官的病理损害，直接危急患者生命。我们使用泄热汤保留

性感染病史。出现发热均在住院 1～7d 内，3～5h 内体温迅速

灌肠联合西医治疗获得满意疗效，报告如下。

升高至 39.5℃及以上。中医辨证属中风-中脏腑-阳闭。

1

材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标准者；②年龄范围在
38～80 岁，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排除标准
①合并全身性或局部性炎症所致的发热；②其它发热病因
如药物热。

1.4 治疗方法
1.4.1 对照组
西医治疗：①持续亚低温治疗仪降温；②应用镇静药物：
如冬眠灵。激素类如甲强龙。
1.4.2 治疗组
西医治疗同对照组，加用冰泄热汤（大黄 30g，芒硝 20g，
黄芩 10g，黄连 10g，黄柏 20g，冰片 1g，栀子 30g，金银花
30g，连翘 30g，知母 20g，麦冬 30g，甘草 20g）
。汤剂温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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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0ml 保留灌肠 30～60min。4h 可重复 1 次。

2.1.2 对照组

1.5 疗效判定

3～8 分 13 例，>8 分 17 例。两组病例病情程度相同，无
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1。

腋温下降至腋温（36±1）℃及所需时间。应用脑卒中临
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1]进行疗效评价：神经功能缺损

表 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x ± s ）

评分减少 91%～100%，病残程度 0 级为基本痊愈；神经功能
缺损评分减少 46%～90%，病残程度 1～3 级为显著进步；神
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8%～45%为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

组别

n

治疗组

30

对照组

30

少或增加 17%为无变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增加 18 分以上为
恶化；死亡。有效＝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
2

结

性别

年龄（岁）

男：17

59

女：13
男：16

58.5

女：14

GCS 评分
3～8 分：12
>8 分：18
3～8 分：13
>8 分：17

果
2.2 临床疗效

2.1 基线资料

治疗组 30 例患者，平均降温[腋温（36±1）℃]时间 15h，

将 60 例大面积脑梗死并发中枢性高热的患者，随机分为

平均清醒时间为 6.9d，治疗及随访（1 个月）
，良好及轻残 16 例

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

（%）
，重残 8 例（%）
，死亡 6 例（%）
；对照组 30 例患者，平

2.1.1 治疗组

均降温[腋温（36±1）
℃所需]时间为 34h，
平均清醒时间为 12.5d，

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38～80 岁，平均年龄 59 岁。对
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39～78 岁，平均年龄 58.5 岁。

治疗及随访（1 个月）
，良好及轻残例 11（%）
，重残例 10（%）
，

GCS 评分：治疗组：3～8 分 12 例，>8 分 18 例；

死亡 9 例（%）
。治疗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P）

3

讨

组别

n

平均降温时间（h）

平均清醒时间（d）

良好及轻残

重残

死亡

治疗组

30

15

6.9

16（53.3）

8（26.7）

6（20.0）

对照组

30

34

12.5

11（36.7）

10（33.3）

9（30.0）

论

的基础上，联合冰泄热汤灌肠，方中大黄、芒硝、金银花、连

中枢性高热是由下丘脑、脑干及上颈髓病变或损害，体温
调节中枢受损而导致的发热，功能障碍所致，体温可随环境温
度而易变。临床上患者体温可骤然升高至 39.5℃以上，持续数
小时、数日。高热可使脑血流量、脑组织氧代谢增加，加重脑
缺氧、脑水肿及脑病理损害，严重影响脑细胞功能恢复，增加
致残率、死亡率，以及呼吸循环衰竭、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的
发生。中枢性高热时用抗生素及解热剂一般无效。正常情况下，
体温处于相对恒定状态，体温不因外界气候改变而有显著性差
异，而中枢性高热患者因体温调节机能障碍，对外界刺激不能

翘、黄芩、黄柏、黄连、栀子、具有清热解毒，泻腑实之热的
功效，冰片可开窍醒神，清热，知母、麦冬、甘草滋阴润燥、
顾护脾胃之功，诸药合用，共奏泄热、醒神开窍之功。本组临
床资料证实，治疗组平均退热时间为 15h，对照组为 34h；清
醒时间治疗组平均为 6.9d，对照组为 12.5d。因此中西医结合
疗法能有效降低重残率、死亡率，提高生存质量。具有退热时
间短、患者恢复快、安全无毒副作用等优点，值得临床进一步
研究并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2]

随时调节，体温易随外界温度变化而变化 。近年研究显示：
降低脑温 2℃就能明显地减少脑部神经易损区的脑缺血后神经
损伤[3]。所以快速有效降温是临床治疗的关键措施之一。西医
常用物理降温、冬眠灵、激素治疗。本对照组平均降温时间为
34h。中医学理论认为：中枢性高热除体温升高外，大都具有
神识昏矇、谵语、躁动不安、颜面潮红、呼吸气粗、口中痰涎
壅盛、失语、肢体不遂、大便秘结、小便失禁、舌红苔黄腻、
脉弦滑数等症状，辨证属中风-中脏腑之阳闭证。
大多由于平素情志暴怒无常、或大量饮酒、或年老体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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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常玉霞,李淑彬.中枢性高热患者的护理体会[J].长治医学院院报,2007,
22(1)
[3]王德生,丰宏林,盛莉,等.病变侧亚低温对局部脑缺血再灌流损伤有关因素
的影响[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99,1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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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肾阴虚，肝阳上亢，阳亢化风，气血随之上逆，痰火上壅，
瘀血阻窍，脑脉不通，神机失用所致。治以滋阴潜阳、清热息
风、活血化痰，醒脑开窍之法。治疗上在物理降温及激素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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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痛辨治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hronic stomachalgia
梁绍坤 孙林波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医院，河南 漯河，4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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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胃痛是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本文结合作者在慢性胃痛治疗中的经验，对其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胃痛；中医药疗法；辨证
【Abstract】 Chronic stomachalgia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pathogenesis and therapeutic method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s of treating chronic stomachalgia.
【Keywords】 Stomachalgia; TCM therapy;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37
慢性胃痛指慢性的胃脘部疼痛，是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
胃痛的发生，主要由外邪犯胃、饮食伤胃、情志不畅和脾胃素
虚等，导致胃气郁滞，胃失和降，不通则痛[1]。在治疗慢性胃
痛时，若能紧扣病机，辨证施治，往往疗效甚好。现将慢性胃
痛辨治体会浅述如下。
1

病因病机

1.1 脾胃气虚是慢性胃痛的根本病机
脾胃同居中焦，脾属阴主升，胃属阳主降，两者相反相成，
为气机升降之枢纽。
“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
，脾气升，则
水谷精微得以输布；胃气降，则水谷及其糟粕才得以下行。慢
性胃痛多病程较长，反复不愈，久病必损中气，脾虚则清气不
升，无以温煦荣养胃腑，以致疼痛。胃气不降，则饮食物不得
向下传递，壅滞于胃而致疼痛。再者脾升胃降之气机失常影响
津液输布、血液运行，以致湿、痰、瘀等病理产物停滞胃腑，
不通则痛。
1.2 肝气郁滞是慢性胃痛的重要病机
肝居胁下，主疏泄，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血证论》中
有：“木之主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
谷乃化。”肝喜畅恶郁，畅则和，郁则病，肝气舒则胃气畅，
郁则胃气逆，中焦气机升降有序须赖肝之疏泄功能正常。慢性
胃痛的发生与肝气郁滞有很大的关系，沈金鳌说：“胃痛，邪
干胃脘病也。惟肝气相乘为尤甚，以木性暴，且正克也”，肝
气郁结，疏泄失职，气机不利，进而使脾胃升降失常，致使脾

2

治

疗

2.1 补虚不壅滞
脾胃气虚既然是慢性胃痛的根本病机，其治疗首先是补益
脾胃。脾宜升则健，胃宜降为顺，所以胃痛的治疗要顺应脾胃
的生理特性，因此在运用参、草、术时，用量宜小，不可峻补，
并酌加行气醒脾之品，如青皮、佛手、木香之类，使补而不壅，
通而不耗，达到补而不滞，通不伤正的目的。正如蒲辅周所云：
“中气虚馁，纯进甘温峻补，则壅滞气机，反而增加脾胃负担，
使胃腑更难通降。”再者脾胃虚弱，易招致外邪入侵，形成虚
实夹杂证，峻补不利于祛邪外出，故于此病，宜补中寓行，补
虚不壅滞。
2.2 治胃勿忘肝
脾胃与肝，关系密切。脾胃得肝之疏泄，则纳运健旺，清
升浊降，而肝得脾胃所化生之气血以荣养，疏泄才能正常。所
以治疗本证，补益脾胃之时尤应注意调肝，清代医家叶天士在
《临床指南医案》中提出“醒胃必先制肝，培土必先制木”等
肝胃同治观点，经历代医家验证与临床每获良效。因此，在治
疗胃痛，调脾胃气机升降时，常加用用柴胡、香附、佛手、郁
金等，以舒肝理气，安抚风木，不敢犯土，使肝脾调和，则脾
胃升降有序，功能正常，胃痛则止。
2.3 病久需化瘀
本证大都具有病程较长，反复不愈的病史，清代医家叶天
士云：“胃痛久而屡发，必有凝痰聚瘀。”黄文东教授所说胃
痛“初病在经，久病人络，络伤则血溢，日久必瘀血停留或痛

气不升，胃气不降，中焦气机不畅，不通而痛，所谓“木不疏

有定处”。故慢性胃痛兼瘀血证者尚多。其症多见：痛有定处，

土”；情志刺激，或郁怒伤肝，致肝气偏旺，横逆犯胃，胃失

为刺痛，拒按，按之甚，或有包块，夜间疼痛或加重；舌暗或

和降，进而出现胃脘胀痛、痛及两胁等症，谓之“木横乘土”。

边有瘀斑瘀点；胃镜检查：胃黏膜凹凸不平、溃疡、出血点、

1.3 虚中夹实是慢性胃痛的病机特点

糜烂、疣状胃炎隆起、息肉；病理检查见胃黏膜不典型增生或

慢性胃痛病程较长，病久必虚。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气机升降之枢”，脾胃虚弱，一方面，清阳不升，浊阴不降，

肠上皮化生等。治疗时常合用失笑散、丹参饮及加入三棱、莪
术、赤芍等以化瘀通络，常收到良好效果。

气机升降失调，久之气血生化乏源，遂致气滞血虚，日久导致
血瘀；另一方面，脾虚不运，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日久可致

3

典型病例

食积、痰饮、湿热等病理产物形成。反之，血瘀、食积、痰饮、

患者甲，男，40 岁，于 2011 年 6 月来诊。诉时感胃脘胀

湿热、气滞又会损伤脾胃，加重脾胃虚弱，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痛 5 年余，经服中药补脾消积之品，疗效不显，2011 年 5 月曾

因此本病病机以虚为主，病久则因虚致实，虚实夹杂，从而使

做胃镜检查诊断为慢性浅表性胃炎。现症：脘腹满闷胀痛，胀

病情迁延难愈。

重于痛，口淡粘腻，纳差食少，形体消瘦，倦怠乏力，面色萎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74-

010-5943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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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舌质稍暗，体胖大，边有齿痕，苔白腻，脉弦滑。辨证：

体渐感有力，嘱其继以上方再服半月，以巩固疗效，半月后随

气滞湿阻，不通则胀痛。治则：健脾补中，行气化湿。方剂：

访，患者已痊愈。

香砂六君子汤加味。药物：白术 12g，枳实 12g，茯苓 15g，黄
芪 10g，半夏 12g，陈皮 12g，木香 10g，灵脂 9g，蒲黄 9g，

参考文献：

砂仁 10g，佛手 10g，神曲 15g，厚朴 12g，佩兰 10g，炙甘草

[1]周仲英,金实,李明富,等.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197

3g。服药 1 周，患者自觉脘腹胀痛略减，稍思饮食，考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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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久多瘀，上方加大活血化瘀力度加丹参 30g，延胡索 15g，
孙林波，通讯作者。

服药 3 剂后，胀痛大减，口不粘腻，腻苔渐退，食量较前增加
1/3，上方再加槟榔 15g，炒山楂 15g，防其食积不化，服药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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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脘腹胀痛消失，饮食正常，即使稍多进食，亦不作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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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清脑颗粒治疗抑郁症 8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0 cases of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桑亚男 1 郑五洲 1 崔应麟 2（指导）
（1.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2；2.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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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养血清脑颗粒和黛力新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疗效对照。方法: 将符合标准的患者按随机的方法，分为治
疗组 40 例，对照组 40 例，依据 HAMD 减分率评定临床疗效, 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治疗后的不良反应。结果: 两组患
者的抑郁症状均有明显改善，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极显著性差异。治疗组总有效率 80.75%，对照组总有效率 90.00%，两组疗效无
显著性差异 P>0.05。结论: 养血清脑颗粒和黛力新治疗卒中后抑郁均能发挥良好疗效，且养血清脑颗粒副作用小，临床耐受性好，
值得推广。
【关键词】 养血清脑颗粒；黛力新；抑郁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and Deanxit on treating depressive disorder.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in each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were evaluated by HAMD scores,
and the adverse effects were investigated by TES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80.75%
and 90.00%,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and Deanxit both had good effects.
【Keywords】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Deanxit; Depressive disord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38
抑郁症是心境情感障碍性疾病，以患者抑郁情绪、兴趣减

2

入组标准

低、精力下降、缺乏快感等一系列症状为表现，心理症状又导

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3 版）
（CCMD-3）[1]

致诸多生理症状，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及社会功能。而且

抑郁症的诊断标准。首次发病症状持续时间 1 个月以上，未用

抑郁症近几年的高发病率、致死致残率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

过任何抗抑郁药物及抗精神病药物治疗；②年龄 18～60 岁；

失和经济负担。养血清脑颗粒具有养血平肝，活血通络的作用，

③汉密顿抑郁量表[2]（HAMD）17 项>18 分；⑷排除心、肝、

该药具有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流量，改善大脑微循环，减少

肾疾患及癫痫、青光眼等躯体疾病。

血管阻力，缓解血管痉挛，减低血液粘度抗血小板聚集等多靶
点药理作用。
1

临床资料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7 月收集我院门诊病人 80 例患者，

3

方

法

治疗组口服养血清脑颗粒（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公司生
产，国药准字 Z10960082）
，其主要组成：当归、川芎、白芍、
熟地黄、钩藤、鸡血藤、夏枯草、决胡子、珍珠母、延胡索、

病人意识清楚，无智力障碍，能正常交流并完成抑郁量表的评

细辛，1 袋/次，3 次/d；对照组口服黛力新 1 片，2 次/d，两组

定，无严重心、肝、肾疾病。

疗程均为 6 周，治疗期间不给予其他抗抑郁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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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疗效标准

5

治疗前和治疗 2、4、6 周后依据 HAMD 减分率评定临床
疗效，减分率≥75 为痊愈，50～74 为显著进步，25～49 为进

治疗结果

5.1 临床疗效

步，<25 为无效，痊愈＋显著进步为总有效率；采用副反应量

两组患者的抑郁症状均有明显改善，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极

表（TESS）评定治疗后的不良反应。治疗前和治疗结束时检测

显著性差异，见表 1。治疗组总有效率 80.75%，对照组总有效

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等实验室指标。所有数据采

率 90.00%；两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见表 2。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疗效比较
治疗后
组别

治疗前

n

治疗组
对照组

2周
△

40

18.02±2.51

40

17.02±2.23

10.66±2.82

4周
△

6周

7.35±2.13

10.9.73±2.52

△

8.02±2.22

5.05±0.86

△

5.09±1.03

△

注：两组比较， P<0.01。
表 2 两组疗效比（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

治疗组

40

10

对照组

40

11

20

有效

△

5

22

△

3

无效

总有效率

5

80.75

4

90.00

△

注：两组比较， P<0.01。

5.2 药物安全性评价

集聚作用。当归可补血行血。熟地和白芍有滋阴补血、和阳镇

两组治疗结束后分别检测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

静镇痛的作用。当归与熟地同用有滋阴养血祛瘀又不伤阴作

能等实验室指标，结果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差异。治疗期间治

用。决明子、夏枯草、有清肝热、抑肝阳之效。珍珠母平肝潜

疗组未见不良反应，对照组主要表现为轻度口干，头痛和过度

阳安神镇痉。细辛以通窍止痛为主，几药合用共奏平肝养血、

镇静，发生率 9%。

祛风通络、活血安神之功是临床上治疗抑郁的良药。白芍具有

6

讨

论

滋阴之效，决明子、夏枯草具有清肝热抑阳亢之功，细辛、延
胡索均可止痛，珍珠母对记忆和精神运动能力有改善作用，其

抑郁症发病率呈日趋增高，已成为严重损害人类健康的全

为止痛、改善睡眠、改善认知、调节情绪之机，故对多项抑郁

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但其在诊断及治疗方面却存在就诊率低、

症的症候有改善的作用[3,4] 此为养血清脑颗粒治疗缺血性脑血

识别率低、治疗率低；只重视急性期治疗，而忽视了维持治疗

管病后焦虑抑郁的药理基础，但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

的重要性；抗抑郁治疗不规范、不充分；抗抑郁药应用不合理；

临床研究显示，养血清脑颗粒和黛力新对于治疗是安全有效的

病耻感阻碍患者对抑郁症诊疗依从性等问题。在与患者进行一

药物，且养血清脑颗粒疗效好，副作用小，临床耐受性好，值

定的沟通后，可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测试，以确定

得临床推广。

是否抑郁及程度评定。在确定患者存在抑郁症后，在进行良好
的沟通心理治疗的同时即应对患者给予一定的抗抑郁药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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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总则。《中医内科学》中规定的诊断标准及国家中医管理
局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分为肝气郁结、气郁化火、
心脾两虚、气滞血瘀。因此对其治疗因以疏肝平肝理气，活血
化瘀，解郁安神之法。养血清脑颗粒是由当归、川芎、白芍、
熟地、钩藤、鸡血藤、夏枯草、决明子、珍珠母、延胡索、细
辛组成。其中川芎主要成分为川芎嗪，具有抑制平滑肌收缩。
增加脑血流量，降低外周阻力和血小板表面活性，抑制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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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葵联合坎地沙坦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36 例
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6 cases of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with
Huangkui and Candesartan
钱姣利
（武警黄金第一总队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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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黄葵联合坎地沙坦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疗效。方法：70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随机分为 A 组为治疗组，
予黄葵胶囊联合坎地沙坦治疗。B 组为对照组，予坎地沙坦治疗。两组予治疗前及治疗第 3、6 个月检测 24h 尿蛋白排泄率（AER）、
尿素氮（BUN）
、血肌酐（Cr）
、空腹血糖（FBG）
、餐后 2h 血糖（PBG）
、糖化血红蛋白（HbA1c）、平均动脉压（MAP）
。结果：
A 组 AER 水平 3、6 个月时明显低于 B 组同期水平（P<0.05）
。结论：黄葵联合坎地沙坦对减少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
和保护肾功能有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黄葵；坎地沙坦；糖尿病肾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uangkui combined with Candesartan on treating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Methods: 7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andesarta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Huangkui combined with Candesartan. The 24 hour AER, BUN, Cr, FBG, HbA1c, MAP before the treatment and 3 and 6
months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detected. Results: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AER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uangkui combined with Candesarta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Keywords】 Huangkui; Candesartan; Diabetic nephropath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39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常

及治疗后第 3、6 月时监测 AER、FBG、BUN、Cr、MAP 等指

导致肾功能衰竭。笔者应用黄葵胶囊联合坎地沙坦治疗糖尿病

标的改变。MAP＝舒张期血压＋1/3 脉压，并观察咳嗽、胃肠

肾病 36 例，取得了一定疗效，现报告如下。

道反应、肝功能受损等不良反应。

1

对象和方法

1.3 统计学分类
应用 SPSS10.0 版本软件处理数据，各组给药前后计数资

1.1 诊疗对象
选取 2008 年 3 月～2011 年 3 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糖尿病

料用（ x ± s ）比较采用 t 检验。
治疗结果

肾病患者 70 例。其中男性 36 例，女性 34 例，年龄（47.6±6.5

2

岁）
，病程（7.5±4.6 年）
，均为 2 型糖尿病。符合糖尿病肾病

2.1 指标变化

诊 断 标 准 [1] ， 均 为 早 期 糖 尿 病 肾 病 患 者 ， AER 在 20 ～
200ug/min，不伴有尿素氮、肌酐水平升高，排除高血压病、体
位性低血压、非 DV、3 个月内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史、近
期应用肾毒性药物、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1.2 诊疗方法

两组患者 FBG、PBG、HbA1c 水平治疗第 3 个月及 6 个月
时 较 治 疗 前 明 显 下 降 （ P<0.05 ）， 组 间 相 比 差 异 无 显 著 性
（P>0.05）。BUN、Cr、MAP、血钾治疗前后相比及组间相比
差异无显著性（P>0.05）。A 组治疗前 AER 为（43.5±6.5）

随机分为两次，两组在性别、年龄、AER、BUN、Cr、

ug/min。治疗 3 个月及 6 个月后，各阶段 AER 较治疗前有显著

MAP 等差异无显著性（P>0.05）
。A 组为观察组 36 例，予黄葵

下降（P<0.05）
；B 组治疗前 AER 为（44.0±6.7）ug/min，3

胶囊 5 粒，3 次/d，口服，联合坎地沙坦每次 4mg，1 次/d，口

个月时有升高，但无统计学差异，6 个月时较治疗前明显升高，

服。B 组为对照组，34 例，予黄葵胶囊 5 粒，3 次/d，口服。

差异有显著性（P<0.05）
。

降糖均给予甘舒霖 30R（通化东宝药业，生产批号：0410113ml：

2.2 结果

300iu）
，早晚餐前 0.5h 皮下注射。疗程 3～6 个月，在治疗前

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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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治疗期间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各项指标变化（ x ± s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B组

A 组 3 个月

A 组 6 个月

B 组 3 个月

B 组 6 个月

K （mmol/L）

4.4±.58

4.48±0.56

4.41±0.57

4.52±0.48

4.55±0.54

4.40±0.51

FBG（mmol/L）

15.8±2.5

16.1±2.4

8.8±1.9#

8.5±2.0#

8.9±2.0#

8.6±1.8#

PBG（mmol/L）

10.5±1.9

11.0±1.8

7.0±0.8#

6.0±1.7#

7.1±0.9#

6.1±1.9#

#

#

#

HbA1c（℅）

10.2±1.45

10.8±1.60

6.1±1.2

5.6±1.1

6.0±1.3

5.71±1.4#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P 值<0.05。
表 2 期间 24h 尿蛋白排泄率、肾功能及平均动脉压各项指标变化（ x ± s ）
治疗前
组别

治疗后

A组

B组

A 组 3 个月

A 组 6 个月

B 组 3 个月

B 组 6 个月

AER（ug/min）

43.5±6.5

44.0±6.7

24.8±6.5#

22.5±7.5#

46.5±5.7

55.1±6.4#

Cr（mol/L）

98.8±26.9

98.5±26.8

96.6±22.9

97.6±26.1

97.6±26.1

96.9±25.3

BUN（mol/L）

5.59±1.86

5.61±1.67

5.55±1.75

5.52±1.69

5.57±1.62

5.59±1.60

MAP（mHg）

95±4.8

94±3.8

93±4.7

95±4.9

95±5.4

94±5.5

#

注： 表示与治疗前相比，P 值<0.05。

2.3 不良反应

处于高滤过状态，导致肾小球硬化。AII 还通过促进炎症反应

观察组有 5 例和对照组有 4 例出现了与药物相关的不良事

和纤维化使基质代谢改变，进一步加重对肾小球的损伤。因此

件，发生率分别为 13.9%和 11.8%，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其中

AII 抑制剂可以延缓和阻断 AII 对肾脏的慢性损害[5-6]。黄葵主

观察组出现低血糖 3 例，咳嗽 1 例，低血压 1 例。对照组低血

要成分为黄酮类，不仅有抗炎消除蛋白尿，且解聚已聚集的血

糖出现 2 例，肝功能异常 1 例，胃肠炎反应 1 例，均不影响治

小板减轻高凝状态，且改善肾小球系膜增厚作用，还有明显降

疗。

低血尿素氮和血肌酐，减轻尿蛋白量，刺激毛细血管通透性，

3

讨

论

2010 年 3 月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教授在《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城市人口的糖尿病患病率达
9.7%，即我国目前有 9200 万糖尿病患者，预计最终有 30%～
50%患者出现肾脏并发症。
在我国血液透析患者病因中，糖尿病肾病（DKD）已上升

减轻水肿作用，因而能减轻肾小管间质病变，消除氧自由基，
对糖尿病肾病效果明显[6]。
黄葵与坎地沙坦联合治疗早中期糖尿病肾病，可有效减轻
蛋白尿，延缓肾功能衰竭的进展，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参考文献：
[1]王海燕.肾脏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423

至第二位，约为 13.5%。DKD 是导致终末期肾病（ESRD）重

[2]王海燕.肾脏病学 [M].3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414

要原因之一。肾功能的恶化与蛋白尿进展如影随形，后者是心

[3]韦 佳琛 .坎 地沙 坦治疗 糖尿 病肾病 临床 观察 [J].中 国社 区医师 ,2006,

血管事件及总体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见控制蛋白尿意义非

8(15):22

常重大。

[4]Parving HH Init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N Eng1[J].J

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进入微量白蛋白尿阶段后，每年尿蛋

Med,1996;335:1682-1683

白增长速度为 10%～20%，10～15 年后进入显性肾病（I 型 DN

[5]Garcia-Donaire JA,Segura J Ruilope LM An update of irbesartan and

这一时期较短）
。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抗剂的使用，可大大延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blockade in diabetic nephropahy Expert Opin

缓甚至阻滞进入显性肾病[2]。坎地沙坦是组织亲和力较高的血

Pharmacother,2005;6:1587-1596

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之一。
（ARB）与 ATiv 受体特异性结合后，

[6]李瑜琳.黄葵胶囊联合洛汀新治疗糖尿病肾病 30 例[J].陕西中医,2007,

使其对肾脏分泌肾素的负反馈作用消失，肾素分泌增加，血浆

28(5):562-563

AT 浓度进一步升高，ATiv 与 AT 受体结合的相应增加，通过
缓激肽（PK）-β2 受体影响缓激肽 NO 定位，血管壁环鸟苷酸
升高，从而扩张出球动脉，降低肾内压力，改善肾小球血流，
减轻肾小球损伤，并能抑制肾小球系膜孔径，从而减轻蛋白尿
[3]

作者简介：
钱姣利（1986-）女，湖南祁阳人，学士学位，医师，现主要从事临床
工作。

。血管紧张素 II（AII）在 DN 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AII

通过收缩肾脏出球小动脉，增高肾小球毛细血管压，使肾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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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
Treating uropoiesis concret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刘时春
（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中医院，江西 石城，3427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78-02
中图分类号：R364.2+5
【摘 要】 目的：对中西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进行探讨。方法：自 2006 年 1 月～2011 年 1 月，我院我科收治泌尿系结石患
者 80 例，其中男性患者 60 例，女性患者 20 例，针对所有患者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介入中医疗法，并对临床疗效进行分析。
结果：80 例患者中。临床治愈 60 例，占 75.00%；显效 18 例，占 22.50%；无效 2 例，占 2.50%；总有效率为 97.50%。1 个疗程
后排石为 25 例。2 个疗程后排石为 40 例，5 个疗程后排石为 3 例。并对所有患者进行 3～6 个月的随访，无复发者。结论：中西
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疗效显著，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关键词】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uropoiesis concre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06 to January 2011 were given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CM therapy.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analyzed. Results: Of all the 80 patients, 60 cases were cured, occupying 75.00%, 18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ccupying 22.50%, 2 cases were invalid, occupying 2.50%.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7.50%.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uropoiesis concretion,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Abstract】 中西结合；泌尿系结石；治疗；临床应用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Uropoiesis concretion; Treatm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0
泌尿系结石属泌尿系的常见疾病。结石可见于肾、膀胱、

次/d；对于黄体酮的使用，需是男性或者停经后的女性，剂量

输尿管以及尿道的任何部位。临床表现因结石的所在部位不同

控制在 20ml 左右，1 次/d；如果患者存在泌尿系感染，考虑加

而有所不同。我们常常将泌尿系结石简称为尿石，指在泌尿系

用环丙沙星，剂量 100ml，2 次/d 静滴，连续使用 3d，复查血

统内因尿液浓缩沉淀形成颗粒或成块样聚集物，青壮年易发此

尿常规；对于老年患者，要控制好输液速度，不宜过快。

病，尤其是男性青壮年，而近年来，此病的发病率有所上升。

1.2.3 中药治疗

对于泌尿系结石的治疗方法，临床上常规的治疗方法为西药治

在西药治疗的基础上，再介入中医疗法。主要包括金钱草、

疗，本组研究中，在西药治疗的基础上，介入中医疗法，并对

海金沙、鸡内金、白芍、甘草、牛膝、琥珀、车前子、石苇、

临床疗效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木通、冬葵子以及黄芪等中草药的使用。注意控制好这些草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自 2006 年 1 月～2011 年 1 月我院我科收治泌尿系结石患
者 80 例。其中男性患者 60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在 22～
60 岁之间，平均年龄（42.12±1.02）岁。所举 80 例患者中，
首次发病者患者 66 例，复发患者 14 例。针对所有患者行彩超、
血尿等常规检查，并观察其临床症状，确诊为泌尿系统结石，
其中肾结石患者 30 例，输尿管结石患者 40 例，膀胱结石患者
5 例，尿道结石患者 5 例。结石横径最大者为 0.70cm×1.00cm，
最小者为 0.30cm×0.50cm；数目少则 1 枚，多则 3 枚，伴肾积

的称重，在医师指导下合理用药。根据患者的不同身体状况，
在草药的使用上还应注意有所取舍。比如对于气虚者，应加入
人参或者党参；对于肾阴虚者应加入女贞子以及熟地等等。1
剂/d，煎 2 次，分 3 次服，6d 为 1 个疗程，3d 后再进行第 2
个疗程的治疗，一般治疗 l～3 个疗程结束。治疗后对患者状况
进行调查分析。劝患者忌食烟酒以及油炸或者辛辣刺激性食
物，并嘱咐患者多饮水，不能作剧烈运动[1]。
1.3 疗效判定标准
分治愈、显效以及无效 3 个标准[2]。
1.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

水患者为 20 例，伴血尿或尿常规有红细胞患者为 66 例。
1.2 治疗方法

2

1.2.1 一般治疗
针对临床症状不明显或者无临床症状的患者，且结石直径
在 4mm 之内，无尿路梗阻者劝其大量饮水，做跳跃运动，并
进行局部热敷，让结石自行排出。
1.2.2 西药治疗
针对泌尿系结石病，西药治疗系常规治疗。首先是阿托品
针剂的使用，剂量控制在 0.5mg 左右，或者杜冷丁针剂，剂量
控制在 50～100mm 之间；10%葡萄糖混合 10%硫酸镁进行静
脉滴注，60 滴/min，1 次/d，连续治疗 6d；500ml 林格氏液与
40mg 维生索 K1 以及 2.0g 维生素 C 混合使用，静脉滴注，1

结

果

80 例患者中，临床治愈 60 例，占 75.00%；显效 18 例，
占 22.50%；无效 2 例，占 2.50%；总有效率为 97.50%。1 个疗
程后排石为 25 例，2 个疗程后排石为 40 例，5 个疗程后排石
为 3 例。并对所有患者进行 3～6 个月的随访，无复发者。
3

讨

论

泌尿系结石属泌尿系的常见疾病，在肾、膀胱、输尿管以
及尿道的任何部位可见此病的发端。肾与输尿管结石比较常见，
（下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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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肝解郁胶囊联合利培酮片治疗精神分裂症
阴性症状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chizophrenia with
Shugan Jieyu capsule and Risperidone
杨润康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云光发展有限公司医院，云南 昆明，650114）
中图分类号：R3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79-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对服用利培酮片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合并使用舒肝解郁胶囊进行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的观察。方法：
将 40 例临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利培酮片合并舒肝解郁胶囊治疗组）和对照组（单独使用利培酮片
治疗组）
，共治疗 8 周，两组病例均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进行疗效评定，采用药物副作用量表（TESS）评定不良
反应，并于治疗第 4、6、8 周各评定一次。结果：治疗组显效率为 70%，对照组显效率为 45%，从治疗第 6 周起治疗组 PANSS
各项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TESS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结论：利培酮片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合并舒肝解郁胶囊可有效改善临
床症状，两组不良反应无差异且较轻微。
【关键词】 舒肝解郁胶囊；利培酮；精神分裂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of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on treating
schizophrenia. Methods: 4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isperido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hugan Jieyu capsule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70%,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45%. Conclusion: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Risperido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schizophrenia.
【Keywords】 Shugan Jieyu capsule; Risperidone; Schizophren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1
利培酮作为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在临床治疗精神分裂症阴

程（7.4±2.6）年，PANSS 评分（82.32±4.71）
。两组患者在平

性症状的过程中应用广泛。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主要以言语

均年龄、病程、病情严重程度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贫乏、行为退缩、意志减退等为临床表现，临床上单纯型的精

1.2 方法

神分裂症患者常伴随阴性症状，而阴性症状的产生又直接或间

治疗组采用利培酮片与舒肝解郁胶囊联用，对照组单独使

接导致患者的抑郁情绪，二者互相影响以致恶性循环[1]。舒肝

用利培酮片治疗。舒肝解郁胶囊 2 粒 2 次/d，利培酮片在 2 周

解郁胶囊是经临床证实的具有抗抑郁作用的纯中药复合制剂，

内逐渐调整至 4～6mg/d 的治疗剂量，并维持此剂量直至症状

其成分包括贯叶金丝桃与刺五加两味药组成，组方科学实用[2]。

稳定。分别对入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 4、6、8 周各评定一次，

本研究对服用利培酮片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患者合并使用

同时严格检测生命体征变化与药物副作用评分。以 PANSS 减

舒肝解郁胶囊进行了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的观察。

分率≥50%为显著进步，≥30%为有效，<30%为无效。所有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一年期间门诊与住
院病人共计 40 例。其诊断标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与行
为障碍分类第 10 版（ICD-10）对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界定。

集数据使用 SPSS19.0 软件统计分析，统计方法采用 t 检验或卡
方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临床观察结束后，治疗组显著进步 14 例，有效 17 例；显

采用阴性与阳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70 分，阴性症状>30

效率 70%，有效率 85%。对照组显著进步 9 例，有效 12 例；

分。同时排出患有严重躯体疾病以及具有任何可能影响评分情

显 效 率 45%， 有 效 率 60%。 两 组 显 效 率 具有 显 著 性 差异

况的患者。按照患者入组顺序随即将其分为两组，每组患者 20

。
（x2=7.46，P<0.01）

例，其中利培酮片合并舒肝解郁胶囊治疗组（治疗组）男 12

2.2 两组 PANSS 评分比较

例，女 8 例，平均年龄（44±3.6）岁，平均病程（6.8±1.4）

治疗前两组者 PANSS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治疗至第 4、6、

年，PANSS 评分（81.42±5.18）
；单独使用利培酮片治疗组（对

8 周后，治疗组 PANSS 总分，阴性症状分以及一般精神病理分

照组）男 9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37.8±6.2）岁，平均病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阳性症状评分无显著性差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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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治疗前后两组 PANSS 评分比较（ x ± s ）
组别

时间

PANSS 总分

阴性症状

治疗前

81.42±5.18

32.24±2.19

*

治疗 4 周

治疗组

对照组

56.13±4.32

一般精神病理症状

26.12±3.32

27.13±3.32

**

16.28±4.37

20.98±2.18**

**

23.41±3.02

*

阳性症状

治疗 6 周

48.54±3.85

18.76±4.35

13.58±3.98

18.01±3.24*

治疗 8 周

35.32±5.85*

12.81±4.33*

11.52±3.47

15.07±3.65*

治疗前

82.32±4.71

32.41±1.89

25.13±4.19

28.19±5.12

治疗 4 周

62.34±5.31

25.13±1.76

16.42±2.31

22.46±3.51

治疗 6 周

51.85±4.62

22.38±2.47

11.56±5.21

18.99±4.12

治疗 8 周

46.31±2.65

19.32±3.38

10.98±3.01

15.97±2.17

注：*P<0.05，**P<0.01。
表 2 两组主要副反应量表评分比较（n=40）

3

讨

不良反应

治疗组

对照组

x2

P

头痛

3

2

0.216

1.593

疲倦

2

1

0.195

1.216

心动过速

4

5

0.157

1.631

震颤

3

3

0.347

1.401

便秘

3

3

0.218

0.656

失眠

3

4

0.253

2.238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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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效果 [5] 。本研究依据上述理论，采用舒肝解郁胶囊联
合利培酮片治疗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疗效明显，较单
独使用利培酮片副作用无显著差异。两药联用可作为一种治
疗方法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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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石引起的疼痛发作之前，病人没有任何不适感，绞痛的出

子、石苇、木通、冬葵子以及黄芪等，针对不同体质的患者，

现往往是出于某种诱因，比如说剧烈的运动、长时间的乘车等

在相关中草药上有所取舍。本组 80 例患者，临床治愈 60 例，

[3]

等 。
泌尿系结石是肾、膀胱、输尿管以及尿道结石的总称。患
者以男性居多，且多为青壮年男性。泌尿系结石临床多表现为
发病突然，患者感觉到剧烈的腰痛，疼痛呈持续性或者间歇性[4]。
对于泌尿系结石的治疗，如果患者病情较轻，可采用一般

显效 18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97.50%，临床疗效显著[5]。
参考文献：
[1]董海波.中西医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体会[J].当代医学,2011,17(2):12
[2]杨秀齐.中西结合泌尿系结石 128 例[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2005,12(8):22

治疗，即劝其大量饮水，在医师指导下作跳跃运动，并进行局

[3]王兴民.中西医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 72 例[J].浙江中西医结合志,2011,11(5):6

部热敷，让结石自行排出。常规治疗方法为西药治疗，主要包

[4]鲁双城.中西医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 212 例疗效观察[J].2004,13(6):8

括阿托品、葡萄糖、硫酸镁、林格氏液、维生素 K1 以及维生素

[5]陈人生,刘海英,杜优佳.心痛定、
维生素 K3 和石韦散合用治疗泌尿系结石[J].

C 的使用；对于特殊的患者，可考虑使用黄体酮、环丙沙星等。

临床荟萃,1998,13(18):841-842

本组研究中，在西药治疗的基础上，介入中医治疗，中草药包
括金钱草、海金沙、鸡内金、白芍、甘草、牛膝、琥珀、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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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扶正汤配合介入治疗原发性肝癌 36 例
Clinical effect of the Erhuang Fuzh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TACE on
treating 36 cases of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栗广辉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医院，河南 驻马店，463000）
中图分类号：R73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81-02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观察二黄扶正汤配合介入（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 TACE）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6 例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6 例和对照组 30 例，两组均接受 TACE，治疗组在 TACE 的基础上加服二黄扶正汤。两组均治疗 3 个月后观
察中医临床证候改善情况、2 年生存率及并发症情况。结果：临床证候改善率，治疗组为 89%，对照组为 50%，两组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P<0.01）
；2 年生存率，治疗组为 72%，对照组为 37%，治疗组 2 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两组出现腹痛、
呕吐或体温超过 38℃的并发症情况，治疗组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原发性肝癌在 TACE
的基础上加服二黄扶正汤可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证候、减少并发症及提高患者 2 年生存率。
【关键词】 原发性肝癌；中西医结合疗法；二黄扶正汤；肝动脉化疗栓塞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rhuang Fuzh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TACE on treating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Methods: 6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0 i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given TAC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Erhuang Fuzheng decoction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89% and 50%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The 2 year survival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72% and 37%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The complications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much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Erhuang Fuzh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TAC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Keywords】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Erhuang Fuzheng decoction; Hepatic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2
参照《内科学》[1]相关诊断标准：①两种影像学检查均显

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是指肝细胞癌（HCC）
或肝内胆管细胞癌（ICC）
，是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全球肝癌的年

示有>2cm 肝癌特征性占位病变或一种影象学检查显示有>2cm

死亡接近 60 万，我国发病人数占全球的 55%，在肿瘤相关死亡中

肝癌特征性占位病变同时伴有 AFP≥400ug/L（排除妊娠、生

仅次于肺癌，死亡率 20.4/10 万，位居第二，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

殖系胎源性肿瘤、活动性肝炎及转移性肝癌）。②对影像学尚

生命。由于本病起病隐袭，发现时多属晚期，失去手术切除的最

不能确定的≤2cm 的肝内结节应通过肝穿刺活检证实原发性肝

佳时机。近年来多采用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TACE）
，疗效肯定，

癌组织学特征。

但副作用大，造成不同程度的肝肾功能损害，影响病人生活质量

1.3 入组标准
参照《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2]包括不能手术

和远期疗效。为提高本病的治疗效果，减轻介入治疗的毒副作用，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探讨多学科综合治疗和中西

切除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及能手术切除，但由于其他原因

医优势互补，笔者自 2008 年 8 月～2012 年 8 月采用自拟二黄扶

（例如高龄、严重肝硬化 Child-PughC 级等）不能或不愿接受

正汤配合介入（TACE）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 36 例，取得较好疗

手术的患者。对于上述患者，介入治疗是非手术治疗中的首选

效，现报道如下。

方法。治疗组患者均愿意接受中药口服治疗。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1.4 排除标准
能切除的小肝癌患者；转移性肝癌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
肝外转移或远处转移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精神病患者；正

观察病例均为我院肿瘤科、介入科患者，共计 66 例，随

在参加其它药物试验者；大量腹水，全身情况衰竭白细胞和血

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6 例，男 28 例，女 8 例；年龄 40～75

小板显著减少，严重出血倾向、严重黄疸和肝功能严重障碍，

岁，平均年龄 60 岁；有肝硬化者 27 例；HBSAg 阳性者 25 例。

属 Child-PughC 级，预计生存期在 3 个月以下者；呕吐过于频

对照组 30 例，男 24 例，女 6 例；年龄 36～70 岁，平均年龄

繁或厌服中药者。

62 岁；有肝硬化者 21 例；HBSAg 阳性者 19 例；中医证候积

治疗方法

分基本相同。两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2

（P>0.05）
，具有可比性。

2.1 对照组

1.2 诊断标准

给予经皮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肝动脉化疗栓塞药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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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 40 ～ 60mg ＋ 表 阿 霉 素 40 ～ 60mg ＋ 5- 氟 尿 嘧 啶 750 ～

病毒性肝炎和乙肝后肝硬化有关，我国肝癌 95%有乙肝感染背

1000mg，
（剂量主要根据体表面积及体能评分调整）明胶海绵、

景[2]，目前，在乙肝抗病毒规范化治疗得不到有效实施的现实性，

超液化碘油栓塞。每 4 周 1 次，共 3 次，术后常规运用止吐、

肝癌发病率居高不下。其最有效的方法仍是外科手术切除，但

水化、止血、保肝药物，根据介入治疗原则规范应用抗生素[3]。

由于本病起病隐袭，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属中晚期，失去手术

2.2 治疗组

切除的最佳时机。肝动脉介入化疗栓塞治疗（TACE）已成为为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同时加服自拟二黄扶正汤，药物组成：

原发性肝癌非手术治疗的首选方案，疗效确切，可明显提高患

黄芪 30～60g，黄精 30g，当归 15g，白术 15g，茯苓 20g，陈

者的生存率，改善其生活质量。但介入治疗的同时也给病人带

皮 12g，半夏 15g，丹参 15g，人参 15g，白芍 30g，枸杞子 15g，

来腹痛、发热、呕吐、肝功能损害等副作用，严重者可有栓塞

炙甘草 10g。1 剂/d，水煎 2 次，取汁 300ml 分早晚 2 次，饭后

性胆囊炎、消化道出血、肝破裂及肝昏迷等并发症，且介入治

0.5h 口服。

疗需多次反复进行，随着介入治疗次数的增加，肝储备功能越

两组均治疗 12 周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观察疗效。

来越差，副作用的越来越多。因此，减轻介入治疗的副作用，

治疗期间嘱患者精神乐观，进食富有营养易消化的食物，停用

保护肝储备功能是提高中晚期肝癌的治疗效果的关键。肝癌在

其它影响治疗观察的药物。治疗期间出现其他病情变化可随证

中医学中归属于“肥气”、“积气”、“积证”等范畴，本病就诊

及时处理。

患者多属中晚期，我们认为此时属本虚标实证，虚以脾气虚、

3

结

果

3.1 观察指标

肝肾阴虚为主，实以气滞、血瘀、痰湿、热毒为患。TACE 阻断
肿瘤血供，直接杀死肿瘤细胞，实属祛邪攻逐之法。祛邪必伤
正，无疑对进一步损伤正气。肝为藏血之脏，体阴而用阳，攻

观察介入治疗后中医临床证候改善情况、2 年生存率及并

逐肝之邪气，必伤肝之阴血，肝伤脾亦虚，脾虚则后天气血生

发症情况。中医临床证候主要包括上腹部不适、腹胀、腹痛、

化乏源，肝脾同病、互为因果，导致虚者更虚。我们在临床实

胁痛、腹块、纳差、恶心、呕吐、腹泻或便秘、消瘦、乏力、

践中观察到，本病患者经 TACE 治疗后正气大亏，肝储备功能

低热等。无者计 0 分，有者根据轻重计 1～2 分。

明显下降表现为食少、乏力、口干、恶心、腹痛、发热，舌质

3.2 统计学方法

淡红苔少而干，脉虚数等脾气不足、肝胃阴血亏虚之证。经云：

采用 SPSS11.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率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此时单用健脾益气之法，恐温燥伤

的比较采用 x2 检验。

阴；单用养阴增液之法，恐滋腻碍脾。惟益气养阴柔肝、健脾

3.3 疗效标准

理气和胃最切中病机。为此，我们自拟二黄扶正汤，方中黄芪

临床证候改善情况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

补气，黄精既能补脾气、又能益脾阴，二者共奏补气养阴之效；

行）
》[4]相关标准制定：治疗后临床证候积分值比治疗前积分值

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君子功在健脾益气，以助气血生化

下降≥70%为显著改善；积分值下降≥30%为部分改善；积分

之源；当归补血、丹参活血养血，取阴血同源、血能生气之意，

值无变化者为无改善。

补血而活血养阴；杞果、白芍合甘草缓肝之急，有酸甘化阴，

3.4 两组临床证候改善情况

甘缓养阴柔肝之功；复加陈皮、半夏理气和胃、降逆止呕防治

治疗组显著改善者 11 例，部分改善者 21 例，无改善者 4

滋补之腻脾碍胃。诸药合用，可使脾气健、肝阴复、脾胃和、

例，改善率为 89%。对照组显著改善者 3 例，部分改善者 12

气血充、肝急得缓、阴阳平衡而诸证减。并配合行之有效的 TACE

例，无改善者 15 例，改善率为 50%。两组临床证候改善率比

治疗原发性肝癌有中西医优势互补之效，可使病人临床证候明

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显改善，毒副作用减轻，生活质量提高，提高 TACE 的顺应性，

3.5 治疗后 1、2 年生存率比较

进一步延长 2 年生存期，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医中药与微创（介

对照组 1、2 年生存率分别为 80%（24 例）
、37%（11 例）
。
治疗组 1、2 年生存率分别为 75%（27 例）
、72%（26 例）
。两
组 2 年生存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治疗组明显优于
对照组。
3.6 治疗后两组并发症的情况
治疗组 30 例患者完成了 3 次介入，4 人作了 2 次介入，2

入）有机结合治疗肿瘤（肝癌）
，已成为晚期或不可手术肿瘤治
疗的一种选择和标准治疗模式，并逐步得到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457-462
[2]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等.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M].

人仅作了 1 次介入，在 100 次介入治疗过程中有 56 次 27 人出

中华肝脏病杂志,2009,17(6):403-410

现腹痛、呕吐或体温超过 38℃的并发症。对照组 24 人完成了

[3]孙燕,石远凯.肝癌综合性介入治疗规范化方案(临床肿瘤内科治疗手册) [M].5

3 次介入，3 人作了 2 次介入，3 人仅作了 1 次介入，在 81 次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224-234

介入治疗过程中有 77 次 28 人出现腹痛、呕吐或体温超过 3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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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并发症。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治疗组的并发

2002:208-215

症明显少于对照组。
4

讨

论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多与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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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七散治疗慢性扁桃体炎 52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2 cases of chronic tonsillitis with
Shenqi powder
方 奇
（新丰县中医院，广东 新丰，511100）
中图分类号：R7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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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参七散治疗慢性扁桃体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符合标准的患者 100 例按简单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52 例采用参七散治疗；对照组 48 例服用头孢克肟。结果：治疗组治愈 22 例，好转 27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4.23%；对照
组治愈 10 例，好转 26 例，无效 12 例，总有效率为 75.00% ；两组综合疗效比较（P<0.05）
，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参七散对慢
性扁桃体炎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关键词】 慢性扁桃体炎；参七散；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chronic tonsillitis with Shenqi powder. Methods: 1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2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48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henqi powder,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efixime.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22 cases were cured, 27 cases were improved, 3 cases were
invali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4.23%. In the control group, 10 cases were cured, 26 cases were improved, 12 cases were invali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75.00%.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Shenqi powder had
reasonable effect on chronic tonsillitis.
【Keywords】 Chronic tonsillitis; Shenqi powder;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3
慢性扁桃体炎是耳鼻咽喉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其病程缠

2.2 对照组
口服头孢克肟，5d 为 1 个疗程，可用 1～2 个疗程。

绵，并发症较多，有风湿热、心肌病、肾炎等，严重危害儿童
及成人的健康。笔者在 2008 年 4 月～2011 年 10 月采用自制的
参七散治疗该病患者 52 例，并与服用头孢克肟治疗 48 例作对
照，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100 例均为门诊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2]
①治愈：咽部症状消失，扁桃体不充血，无脓点；②好转：
咽部症状减轻，扁桃体脓点消除；③未愈：症状和体征无明显
改善。
3.2 统计学方法

52 例，对照组 48 例。治疗组男 37 例，女 15 例；年龄 3～48

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

岁；病程 6 个月～3 年。对照组男 28 例，女 20 例；年龄 5～

3.3 治疗结果

45 岁；病程 4 个月～2 年。

3.3.1 治疗组

1.2 诊断依据
参照《耳鼻咽喉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诊断标准[1]：有反

治愈 22 例，好转 27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4.23%；
3.3.2 对照组
治愈 10 例，好转 26 例，无效 12 例，总有效率为 75.00%；

复发作的咽痛、易感冒或扁桃体周围脓肿病史；经常有咽部不
适或口臭，咽部异物感、阵发性咳嗽；舌腭弓明显慢性充血，
隐窝口处有黄白脓栓，或用压舌板挤压舌腭弓时，有脓性分泌
物从隐窝口流出。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自拟参七散治疗。将三七、西洋参、知母、桔梗按 2∶2∶

两组综合疗效比较（P<0.05）
，有显著性差异。
4

体

会

扁桃体为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器官，位于上呼吸道的咽
喉要道，是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入侵机体的门户。急性扁桃
体炎由于治疗不当，病灶未彻底清除，导致扁桃体隐窝引流
不畅，窝内细菌、病毒大量滋生，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就诱

1∶1 比例研粉，每日早晚水各送服 5～10g，15d 为 1 个疗程，

发，反复发作，演变成为慢性扁桃体炎。因扁桃体窝内储存

治疗 1～2 个疗程。

细菌及分泌物，细菌毒素经腺窝周围的血管网吸收后传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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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身，故扁桃体成为不少全身性疾病（如风湿热、肾炎等）

活性从而达到抗菌消炎、抗内毒素，还有促进机体免疫中都

的病灶，对小儿的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彻底清除这个慢性感

有重要作用 [4] 。结合中医的传统理论和现代药理研究以及临

染病灶对儿童健康有着积极的意义。从中医理论分析，急性

床观察，本方治疗慢性扁桃体炎疗效确切，可减少慢性扁桃

扁桃体炎往往高热数日不退，又数次反复，风热邪毒数度灼

体炎的发作，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进一步研究

伤阴津，火毒蕴结于乳蛾而不得外清内泄，遂演变为慢性病

推广。

灶，属中医“虚火乳蛾”范畴。本病的病机以肺肾阴虚，虚
火上炎，热毒壅滞为主，常由于病情反复，迁延不愈，故入

参考文献：

络入血。针对阴虚为本、火毒为标的病机，本方中西洋参具

[1]李云英,刘森平.耳鼻咽喉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益气养阴，清肺火，生津液的功效，善治肺肾阴虚之证；

2005:363-364

三七消肿定痛，归阳明厥阴血分，久病入络入血，故三七入

[2]薛慎,薛建国,岳沛平.中医病证诊疗标准与方剂选用[M].北京:人民卫生出

血分能清血分之毒；桔梗具有开喉痹、去咽痛、排脓消痈的

版社,2001:748-749

功效，且能载药上达病所；知母辛苦寒凉，下则润肾燥而滋

[3]王本祥.现代中药药理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812-813

阴，上则清肺金泻火。本方攻补兼施，使热毒虚火得清，正

[4]张明.不同种属参多糖对免疫及抗菌作用的影响[J].中国兽医杂志,2010,

气得以恢复，则病自愈。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三七及有效成

46(1):55

分中对多种急慢性炎症模型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具有典型
非甾体醇抗炎特征和良好的抗炎消肿镇痛作用 [3] 。西洋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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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多糖，在 0.125g/ml 时几乎能够杀死大肠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支原体和链球菌，而多糖能通过多糖受体使巨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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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活化，激活的巨噬细胞可以增强淋巴细胞的免疫生物学

中医药综合治疗颈椎病眩晕症的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vertigo from cervical syndrome in
TCM integrative therapy
贠 霄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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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药综合疗法治疗颈椎病眩晕症状的临床疗效。方法：中药内服、牵引、推拿综合治疗，15d 为 1
疗程，2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结果：86 例患者中，临床结果痊愈 26 例，显效 35 例，有效 20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94.2%。结
论：中医综合疗法对于治疗颈椎病眩晕症状疗效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颈椎病；眩晕；中药；牵引；推拿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n vertigo from cervical syndrome.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orally given TCM herbs and traction and massage. 15 days in a course of treatment. Results: Of all the 86 patients, 26
cases were cured, 35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20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5 cases were invali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4.2%.
Conclusion: The TCM integrative trerapy was effective on vertigo from cervical symptom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ervical syndrome; Vertigo; TCM; Traction; Mass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4
颈椎病眩晕症状多为椎动脉型颈椎病或神经根-椎动脉混
[1]

患者 86 例，男 52 例，女 34 例，年龄最小 32 岁，最大 78

合型颈椎病的临床表现。头颅旋转时引起眩晕是其最大特点 。

岁，以 35～60 岁多见，病史最短 2 个月，最长 36 余年。

该病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笔者采用中医药综合疗法

1.2 诊断标准

治疗颈椎病眩晕症状，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和《第二届颈椎病专题
座谈会纪要》[3]中颈椎病诊断标准制定：有头晕、恶心、呕吐、
四肢麻木、酸软无力等临床症状；有猝倒发作病史，但无意识
障碍；旋颈试验阳性线摄片有颈椎骨度变直、反向、椎间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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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钩椎关节增生等病理性改变；经颅多普勒结果提示椎-基底
动脉供血不足。
眼源性眩晕、耳源性眩晕、内耳药物中毒、糖尿病、心脏
病、低血压等引起的眩晕。
治疗方法

论

加大，穿行其间的椎动脉受刺激的机会较多，椎动脉本身可以
发生扭曲，从而引起脑的不同程度供血障碍从而出现头晕、头
长期伏案工作，颈部长时间处于固定姿势，积劳损伤颈部经脉，
久之气滞血瘀，血不养筋，以致筋骨失养，髓海不足，进而产

方以补阳还五汤加减，药用黄芪 20g，熟地黄 15g，归尾
10g，川芎 10g，桃仁 8g，红花 8g，鸡血藤 8g，地龙 8g，天麻
10g，钩藤 10g（后下）
，白芍 10g，甘草 8g，葛根 10g，杜仲
9g，牛膝 9g，桑寄生 9g。

生眩晕；加之中年以后，肝肾亏虚，气血不足，气虚无力运血，
而致瘀血闭阻，从而表现出颈部的僵硬不适、眩晕等症状。故
气滞血瘀、肝肾亏虚是其根本病机，治当以补气活血、兼补益
肝肾为主。补阳还五汤加减方中重用生黄芪，以大补元气，使
气足血行，祛瘀通络；熟地长于补血滋阴，并可益肾肝以治其

2.2 牵引
采用枕颌布带牵引法。取坐位或仰卧位牵引，头部略向
前倾，牵引重量由 3kg 开始，逐渐增加至 8kg，1 次/d，30～
60min/次。

本；川芎为“血中之气药”，具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之功；
归尾、地龙、鸡血藤行血补血、舒筋活络；桃仁、红花，可助
归尾活血祛瘀；天麻、钩藤熄风止痉，祛风通络，减轻眩晕、
头痛症状；白芍、甘草、葛根合用以解肌舒筋、理气活血、柔

2.3 推拿
患者坐位，头部微前屈，医者立于其后，首先在颈项部行
舒筋、提拿、揉捏、点穴拨筋等舒筋活血、和络止痛的手法以
松弛颈项部肌肉。然后双手置于患者颈项部，用力向上端提，
并慢慢用力使其头部向左右两侧各旋转 30°～40°，重复 2
次。待紧张痉挛的肌肉放松后，使用颈部旋转复位法：医者站
于患者背后，一手拇指顶住患者偏歪的棘突，另一侧以肘窝夹
持患者下颌部，稍作牵引，同时医者身体前屈压在患者头部，
使其颈部保持前屈 45°，面向患侧旋转 45°体位，然后术者
使患者头颈部继续向患侧旋转的瞬间，顶棘突之手用力将偏歪
棘突尖推向对侧，听到轻微的关节复位的弹响声手法结束。上
述所有手法结束后，用手掌或双拳在项背部、肩胛部进行拍打、
叩击，反复 3～5 次，使筋骨、肌肉舒展、缓解。以上推拿每
次时间约 30min，1 次/d。15 次为 1 个疗程。
2.4 疗程

肝缓急止痛；杜仲、牛膝、桑寄生以加全方补益肝肾之功。全
方补气活血通络，使气血充盈，肝肾之精得以濡养，则髓海充
盈，眩晕得以纠止。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全血粘度增高是造成
椎动脉型颈椎病的重要原因，而补阳还五汤具有抑制血小板粘
附聚集和防止血栓形成及扩血管等作用，使血粘度减低，增加
椎基底动脉血流量，使眩晕缓解[4]。颈椎牵引可减轻病变组织
充血、水肿，使头颈部肌肉松弛，缓解痉挛，减轻椎间盘压力
载荷，有助于维持颈椎生理曲度，恢复颈椎正常序列和小关节
功能。运用揉捏、提拿、点穴拨筋、旋转复位等手法可以松解
神经根与周围组织黏连，缓解肌肉紧张、痉挛，纠正因椎间失
稳造成的小关节紊乱，从而减轻对椎动脉的压迫，达到缓解或
消除症状的目的。同时推拿理筋手法通过对病情较重的麻木肢
体进行按摩，可以减少肌肉萎缩，防止关节僵直和关节畸形[5]。
综上所述，中医药综合疗法对于治疗和缓解颈椎病眩晕、
疼痛症状有其独特疗效，且安全性高，方便实用，无明显不良

治疗 30d 后观察疗效。
结

讨

痛、耳鸣眼花等临床症状。中医学将该病列入“眩晕”范畴。

2.1 中药内服

3

4

当颈椎增生、退变、椎节不稳时，横突孔之间的相对移位

1.3 排除标准

2

-85-

反应，并可使患者免去手术带来的心理、生理上的痛苦，值得
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果

参考文献：

3.1 疗效评定标准
[2]

参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制定。临床治愈：眩晕
等症状完全消失，临床体查无压痛，颈椎活动度正常，转颈、
低头、仰头试验阴性，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等不受影响；显
效：眩晕等症状明显减轻，压痛、活动度、转颈、低头、仰头
试验等临床体征明显改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所受影响明
显减轻；有效：眩晕等症状有所减轻，压痛、活动度、转颈、
低头、仰头试验等临床体征有所好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
所受影响有所减轻；无效：眩晕等症状无缓解，压痛、活动度、

[1]王和鸣.中医骨伤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262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89-190
[3]孙宇,陈琪.第二届全国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要[J].中华外科杂志,1993,
31(8):472-476
[4]周胜利,金晓滋,周游.补阳还五汤配合高压氧和颈牵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
病 38 例[J].浙江中医杂志,2006,41(8):467
[5]王衍全,杨豪.中医筋伤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185

转颈、低头、仰头试验等临床体征无变化，日常生活、工作、
学习所受影响如前。
3.2 疗效评定结果
本组 86 例，均于治疗 30d 后按照上述疗效评定标准评定。

作者简介：
贠霄，男，汉族，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脊柱相关疾病。

临床结果：痊愈 26 例，显效 35 例，有效 20 例，无效 5 例，
总有效率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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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正中神经损伤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median nerve injury with
modified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刘文静 1 程春生 2 周正新 3
（1.安徽中医学院，安微 合肥，236000；2.河南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洛阳，4710002；3.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安微
合肥，2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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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加味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正中神经损伤的临床效果。方法：60 例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30 人每组。
治疗组内服加味黄芪桂枝五物汤，对照组仅服甲钴胺片。结果：两组治疗 6 个月和 9 个月后运动诱发动作电位潜伏期对比出现显
著性差异（P<0. 05）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两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不良反应率差异无显著性（x2＝0. 00，P＝1.00）
。结论：
加味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正中神经损伤临床应用安全、可靠。
【关键词】 加味黄芪桂枝五物汤；正中神经损伤；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on median nerve injury.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ecobalami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Results: Evoked action potential in the two group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treatment for 6 or 9 months (P<0.05). Both groups had none adverse effects,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1.00). Conclusion: Modified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and safe on median nerve injury.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nclusion: Modified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median nerve injury.
【Keywords】 Modified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Median nerve injury;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5
正中神经损伤是周围神经损伤中最常见的疾病；该神经损

神经外膜缝合法缝合神经，环周共缝 8 针；为避免术者缝合的

伤后严重影响手部功能，所以如何提高疗效，促进其功能尽早

差异影响疗效，对研究的 60 例病人神经缝合均有研究者本人

康复是当今骨伤科研究的课题。本研究选择 60 例正中神经完

完成。术后石膏固定肘关节屈曲 90 度位 4 周，而后拆除石膏

全离断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药复方加味黄芪桂枝五物汤

进行自主功能锻炼。两组均于术后组当天开始服药，治疗组内

对周围神经损伤的治疗效果。

服加味黄芪桂枝五物汤，150m1/剂，1 剂 d；同时口服甲钴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片，3 次/d，1 粒/次，连续服用 6 个月。对照组：仅服甲钴胺
片，3 次/d，1 粒/次，连服 6 个月。
1.2.2 药物

本组患者 60 例，其中年龄最小 18 岁，最大 64 岁，平均

①甲钴胺片：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43.5 岁。60 例患者均完成本研究。治疗组 30 例病人中男性 24

规格为 0.5mg；②加味黄芪桂枝五物汤方剂组成：黄芪 20g，

例，女性 6 例；18 例有骨折，其中 2 例有 1cm 内的开放性伤

赤芍 12g，桂枝 10g，生姜 10g，大枣 10 枚，蜈蚣 2 条，全虫

口。对照组 30 例中男性 25 例，女性 5 例；17 例有骨折，其中

6g，甘草 5g。由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药房提供。

也有 2 例伴有 1cm 内的开放性伤口。所有病人术前症状和体征

结

果

均表现为正中神经支配区感觉、运动功能完全丧失；术中探查

2

亦证实正中神经完全断裂。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伤情方面

2.1 感觉、运动功能恢复情况及肌电生理学检测结果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术后第 3 个月时的感觉运动功能恢复差

1.2 方法

异无显著性，但在 6、9 个月时，两组间差异出现显著性意义，

1.2.1 分组及治疗方法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见表 1、2、3）
。两组治疗 3 个月后无

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治疗者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对

明显的运动诱发动作电位，治疗后 6 个月运动诱发动作电位潜

两组病人中伴有骨折者先行骨折复位钢板内固定，而后均在手

伏期对比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术显微镜下修整正中神经远近断端，用 7 个 0 的无创缝合线行

较治疗前有所改善。两组治疗后 9 个月运动诱发动作电位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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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而且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见表 4、5）
。

期对比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表 1 60 例正中神经损伤病人术后 3 个月的疗效评定
组别

感觉运动分级（n）

例数（n）
优

良

可

radit 值

P值

P=0.860

差

治疗组

30

0

0

11

19

0.053

对照组

30

0

0

10

20

0.054

表 2 60 例正中神经损伤病人术后 6 个月的疗效评定
组别

例数（n）

感觉运动分级（n）
优

良

可

差

radit 值

P值

P=0.030

治疗组

30

0

4

23

3

0.589

对照组

30

0

2

22

6

0.426

表 3 60 例正中神经损伤病人术后 9 个月的疗效评定
组别

例数（n）

感觉运动分级（n）
优

良

可

差

radit 值

P值

P=0.020

治疗组

30

9

18

3

0

0.576

对照组

30

6

16

8

0

0.415

表 4 60 例正中神经损伤病人术后 6 个月运动诱发动作电位潜伏期（ms）比较
组别

治疗前运动诱发动作电位潜伏期（ms）

x ±s

治疗组

5.78 士 0.21

t=3.214

对照组

6.64 士 0.23

P=0.043

表 5 60 例正中神经损伤病人术后 9 个月运动诱发动作电位潜伏期（ms）比较
组别

治疗前运动诱发动作电位潜伏期（ms）

x ±s

治疗组

4.87 士 0.16

t=2.246

对照组

5.12 士 0.17

P=0.032

2.2 不良反应

物共济环，补充单一因子对神经再生的作用非常有限，恰恰中

两组均无胃肠道反应、过敏反应、低血压晕厥、面部红肿、
2

药是一种多因素复合物，有可能提供更多、比例更接近神经生

心跳加快等不良反应。两组不良反应率差异无显著性（x ＝

理需求与生长活性因子的环境[2]，且中药治疗神经性疾病具有

0.00，P＝1.00）
。

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小，多靶点作用等优点[3]，已引起了高度

2.3 安全性评定

重视。目前在临床和基础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治疗前和治疗后 6 个月分别采取每例患者血、尿、便常规
及肝、肾功能，前后对比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均

[1]张烽,顾玉东,徐建光,等.复方中药对坐骨神经损伤大鼠神经元保护作用的

无明显异常变化，其临床应用安全、可靠。
3

讨

参考文献：

实验研究[J].中华手外科杂志,1999,15(3):163

论

[2]魏光如,姜保国.中药对周围神经再生的促进效应[J].中国临床康复,2003,

周围神经损伤是指周围神经干及其分支受到外界直接或

7(28):3870

间接力量作用而发生的损伤，可因外伤、缺血等所致，其中又

[3]王东强,郭义,管兴东,等.单味中药及提取单体促进周围神经损伤恢复的实

以外伤和神经受压最为常见。临床表现为受伤肢体感觉和运动

验研究进展[J].天津中医药,2008,25(1):86

功能障碍以及因神经损伤后造成的神经营养不良性改变。在现

[4]石关桐,李文凯,石印玉.补阳还五汤对钳夹大鼠坐骨神经轴浆运输的影响

代创伤外科中，周围神经损伤因其致残率高，损伤后修复及再

[J].中国骨伤,1996,9(1):3-4

生较为困难，很早即引起临床重视，而对于如何促进周围神经

[5]平龙胆泻肝汤在周围神经病治疗中的运用体会[J].甘肃中医,2003,16(9):

损伤后的再生，恢复其功能已日益称为研究的焦点。目前，对

6-7

[1]

神经元保护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有关神经营养因子方面 ，而
周围神经损伤后的修复与再生是多因子、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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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突发性耳聋的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sudden deafnes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杨 东
（四川省平武县中医院，四川
中图分类号：R135.8

平武，62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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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突发性耳聋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37 例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 15 例采用抗病毒、改
善微循环、能量合剂等常规治疗；治疗组 22 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医中药。两组治疗均为 3 个疗程，每个疗程为 7d。治疗
结束后随访 3 个月～1 年。结果：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0%，复发率为 27%，治疗组有效率为 91%，复发率为 12%。结论：采用中
西医结合治疗突发性耳聋临床疗效较好且复发率低。
【关键词】 突发性耳聋；中西医结合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sudden deafness. Methods: 37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5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22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s of
anti-virus, improving microcirculation and giving energy mistur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more. Both groups were given 3
treatment courses, 7 days in a treatment course.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up visited for 3 months to 1 year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0%, and the relapse rate was 27%. While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1%, and the relapse rate was 12%.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d better effect and lower relapse rate on treating sudden
deafness.
【Keywords】 Sudden deafnes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6
突发性耳聋又称特发性暴聋或突聋，是指突然发生的、原

2

因不明确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病人常表现为在数分钟至 3
日内听力严重下降。除了听力下降外，病人常常伴随有耳鸣或
者眩晕，一般无其他颅神经受累的症状[1]。笔者近几年来采用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突发性耳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抗病毒、血管扩张剂、能量合剂药物配合高压

氧等常规治疗，根据病人临床特点部分试用类固醇激素及免疫
抑制剂；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静脉滴注丹参或川芎嗪注
射液、口服中药、针灸治疗。

告如下，供同道参考。
3
1

临床资料

疗效分析

3.1 疗效标准

患者均为 2007 年 9 月～2011 年 10 月我科病人，发病时间

痊愈：0.25-4KHZ 各频率听力恢复正常或达到健耳水平或

不超过 2 个月。其中男性 13 例，女性 24 例，年龄最大者 62

达到此次患病前水平；显效：上述频率平均听力提高 30DB 以

岁，最小者 11 岁，疗程均为 2 周。收集病人诊断均符合《实

上；有效：上述频率平均听力提高 15～30DB；无效：上述频

[2]

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标准，纯音听力测试提示感音神经

率平均听力改善不足 15DB 或与治疗前无变化。

性聋，听阈损失在 60DB 以上。

3.2 治疗结果

表 1 治疗 2 个疗程评定疗效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2

4（18）

7（32）

对照组

15

2（13）

4（27）

9（41）

2（9）

91

6（40）

3（20）

80

注：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91%，对照组总有效率 80%。统计学处理，P<0.01 两者疗效差异显著，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因感冒后双耳听力下降 5d 伴耳鸣为主诉，

双耳耳鸣持续、耳鸣声高如蝉鸣。PE：双耳外耳无畸形，外耳
道通畅无溢脓溢液。双侧鼓膜色白、稍见内陷，标志清楚。精

门诊以“双耳突发性耳聋”收入住院治疗。

神可，纳可，睡眠欠佳。伴头痛、鼻塞、周身不适，舌红苔薄

4.1 入院症见

白，脉浮。辅助检查：听力检查示：纯音听阈示双耳重度感音

双耳重度听力下降，需大声喊叫才能听见，与人交往困难，

（下转 90 页）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5 期

-89-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 112 例
Treating 112 cases of femoral bone tuberositas fractur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李同林
（广西崇左市人民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274.1
【摘

文献标识码：A

崇左，5322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89-02

要】 目的：探讨股骨粗隆间骨折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的治疗效果。方法：回顾我院收治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

112 例，平均年龄（52.4±8.7）岁，骨折原因为交通事故、跌伤、坠伤，采取动力髋螺钉（DHS）结合中药方式治疗。结果：本
组 112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优良率为 97.32%，平均住院时间为（21.3±6.7）d。结论：采用中西医结合
方法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具有安全、疗效确切等优点，加快了患者骨折愈合，同时减少术后并发症，并避免保守治疗引起的一系
列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DHS；中药；股骨粗隆间骨折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femoral bone tuberositas fracture with the integrated medicine.
Methods: 112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DHS combined with TCM.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with the integrated medicine,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7.32%. And the average stay in hospital was (21.3±6.7) days.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femoral bone tuberositas fracture.
【Keywords】 DHS; TCM; Femoral bone tuberositas fra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7
透视，在股骨大粗隆上约 20mm 处做一侧切，分离筋膜和肌肉，

股骨颈基底部到粗隆水平部位之间的骨折为股骨粗隆间
[1]

骨折，高应力集中并且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 ，多见于老年人，

于大粗隆下下 20mm 处置入内固定导针，针尖到达软骨面下

如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患者发生畸形愈合[1-2]，严重影响患者的

10mm 处，置入 DHS，依次闭合伤口。术后常规给予抗生素抗

生活质量。本文对我院收治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采取采取动

感染。

力髋螺钉（DHS）结合中药方式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1.2.2 中药治疗
骨折 2～5 周内给予丹参、骨碎补、补骨脂各 15g，三七、

总结如下。
1

当归、赤芍、生地各 12g，延胡索、红花、川芎、延胡索各 10g，

资料与方法

甘草 6g、自然铜 30g、土鳖虫 3g，1 剂/d，水煎煮，3 次/d；5

1.1 一般资料

周后给予茯苓、泽泻、何首乌、黄芪、党参各 10g，熟地黄、

回顾我院自 2010 年 2 月～2012 年 4 月收治的股骨粗隆间

山药、骨碎补、续断、补骨脂、桑寄生各 12g，鸡血藤 15g，

骨折患者 112 例，其中男性患者 58 例，女性患者 54 例，年龄

甘草 6g，1 剂/d，水煎煮，3 次/d。

33～82 岁，平均年龄（52.4±8.7）岁。骨折原因：37 例患者

1.3 疗效评定标准

为交通事故，61 例患者为跌伤，14 例患者为坠伤；左侧骨折

①优：患者骨折部位愈合良好，髋关节活动正常，无缩短、

为 51 例，右侧骨折为 61 例；根据 AO 长管状骨折的分类，其

疼痛，患者日常生活能够自理；②良：患者骨折部位愈合良好，

中 69 例患者为 Al 型，34 例患者为 A2 型，9 例患者为 A3 型，

髋关节活动基本正常，肢体轻度短缩、轻度疼痛，行走时略有

112 例患者中 12 例合并其他部位骨折。

不适感，患者日常生活基本能够自理；③差：患者骨折部位愈

1.2 治疗方法

合，髋关节活动明显受限，患者髋部疼痛严重，行走功能障碍，

1.2.1 手术方法

患者日常生活需照料[3]。

患者入院后拍摄 X 线片，采取常规牵引，如骨牵引、皮牵
2

引，牵引重量为 4～4kg，牵引 3～5d，同时积极治疗控制患者

结

果

见表 1。

各内科疾病，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患者取仰卧位，采取
连续硬膜外麻醉，垫高臀部，患肢呈外展内旋位，通过 C 型臂
表 1 112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结果 [n（%）]
例数（n）

优

良

差

平均住院时间（d）

112

85（75.89）

24（21.43）

3（2.68）

2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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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1 可以看出，本组 112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经过
中西医结合治疗，优 85 例（75.89%）
，良 24 例（21.43%）
，优

患者在骨折后早期药物多以红花、赤芍、生地、丹参等药物活
血化瘀、消肿止痛、补气血为主，中期多为补血养血、舒筋通

良率为 97.32%，住院时间为 15～30d，平均住院时间为（21.3
±6.7）d，无死亡病例，术后随访时间为 3～27 个月，112 例

络为主；后期以黄芪、党参等药物补肝肾、强筋骨为主，增强
机体免疫力，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消除炎症，促进机体

患者中 2 例发生钢板断裂，1 例并发深静脉炎。

组织修复、再生，有利于骨关节愈合恢复[6]。总之，采用中西
医结合方法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具有安全、疗效确切等优点，

3

讨

论

股骨粗隆间骨折多发于老年人，根据 AO 长管状骨折的分
类，主要分为 A1、A2、A3 三种类型，A1 型指骨折线从粗隆
到远端内侧皮质，内侧皮质只有一处断裂；A2 型，骨折线平
行于粗隆间线，内侧皮质断裂大于两处；A3 型指粗隆间或大

加快了患者骨折愈合，同时减少术后并发症，并避免保守治疗
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陈杰,裴儒,刘敢.中西医结合治疗股骨粗隆下骨折[J].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粗隆下为横形、反斜形骨折。对于骨折患者的治疗原则为尽快
减轻患者由于骨折引起的疼痛，同时避免长期卧床导致的褥

2010,9.10(5):30-32

疮、感染、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尽快使患者恢复肢体功能。骨
粗隆间骨折大多数为保守治疗，但是保守治疗患者需长期卧

1290-1291

床，常常会发生褥疮、下肢静脉血栓、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
等并发症[4]，手术治疗能够避免保守治疗所引起的并发症，使

院学报,2012,30(2):194-196

患者能够早期活动，减少卧床时间和住院时间，降低患者的致
残率及死亡率。动力髋螺钉（DHS）是通过 C 臂机监视，准确

医药导报,2012,9(14):118-120

，为髋关节
内固定导针[5]，是股骨转子间骨折治疗的“金标准”
骨折内固定常用物之一，主要用于稳定型粗隆间骨折，增加骨

医师医学专业,2012(3):87-88

折部的稳定性，坚强内固定，能够有效防止发生髋内翻，减少
髋内翻畸形的发生，符合髋部生物力学要求。骨折早期主要由

(24):88-89

[2]杨京生.股骨粗隆间骨折 65 例治疗分析[J].基层医学论坛,2012,16(10):
[3]黄健,郑忠东,李健强.老龄股骨粗隆间骨折 103 例的治疗体会[J].广东医学
[4]陆羽羽.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临床疗效[J].中国
[5]李和光.两种不同手术方法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疗效分析[J].中国社区
[6]董毅.股骨粗隆间骨折 159 例疗效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2

于静脉受损，造成气滞血瘀，中后期肝肾亏虚气血失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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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听力下降，听阈均在 85DB 左右。双耳鼓室图正常。中医诊
断：暴聋辨证：风邪闭耳。给予每日静脉滴注丹参注射液、能
量合剂、血管扩张剂等常规治疗药物，口服中药以三拗汤[3]加
减，1 剂/d，3 次/d，200ml/次。配合高压氧治疗，1 次/d。
4.2 治疗效果
治疗 3d 后患者自述双耳听力有所好转，耳鸣有所减轻。
复查听力，双耳平均听阈提高至 57DB；治疗 1 周后患者自觉
耳鸣耳聋明显好转，与人交往已无大碍，治疗 2 周后患者自述
与病前无明显差异，耳鸣耳聋症状基本消失，复查听力，平均
听阈已提高至 26DB，患者主动要求出院，出院后继续口服中
药加以巩固治疗。3 周后复查双耳听力在正常范围，未继续治
疗，随访至今未复发。
5

讨

论

突发性聋的病因不明，很多致病因素都可能导致突发性
聋，发病率为 5～20/10 万人口，且有逐渐上升之趋势[4]。目前
获得广泛认可的主要有病毒感染学说、循环障碍学说、自身免

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笔者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相
对于单纯以西医治疗具有效果明显、疗程较短、复发率低的优
点。临床上对于疾病初期风邪闭耳者多以疏风宣肺，祛邪通窍
为主，以三拗汤加减之；对于疾病中期肝火犯耳或痰火阻耳者
多以清肝泻火化痰开窍为主，以龙胆泻肝汤合二陈汤加减；对
于疾病后期血瘀耳窍者以活血化瘀，通窍聪耳为主，以桃红四
物汤加减。疾病后期以气血虚弱，耳窍失养者应补益心脾，养
血聪耳，以归脾丸加减；因肝肾阴虚，耳窍失濡者滋补肝肾，
养精聪耳，予以耳聋左慈丸加减[4]。另外，还可配合针灸治疗，
主穴以听会、听宫、耳门、翳风为主，配穴以外关、血海、足
三里、三阴交等。当然，由于本病的复杂性和不明性，临床之
际，需要通过对病史与各种检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推断可能的
致病因素，选取数种最合适的疗法组成综合治疗方案。同时，
治疗的及时性与否，与本病预后有很大关系，根据临床经验，
发病后一周之内为最佳治疗期，因此我们一定要多与患者沟
通，动员其早期积极、配合治疗。
参考文献：

疫学说以及膜迷路破裂学说等。本病属于中医之“暴聋”范畴，

[1]田勇泉.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M].6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多因外感风邪或邪气内盛，脏腑失调所致。就其病因病机及辨

[2]黄兆选,汪吉宝,孔维佳.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证论治原则可分为实证与虚证两大类。实证多为清窍闭塞所

2007

致，
《证治准绳》中论“暴聋之病，多因经脉运行而未通”
。其

[3]王义祁.中医方剂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病因主要与风热侵袭、肝火上扰、痰火郁结、气滞血瘀等有关；

[4]田道法.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

虚证多为清窍失养所致，
《临证指南医案·卷 8》说：
“体虚失

[5]王士贞.中医耳鼻咽喉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

[5]

聪，治在心肾” 。目前西医对本病的治疗以抗病毒药物、能
量合剂、血管扩张剂配合高压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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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琪教授治疗泌尿系结石经验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ZHANG Lin-qi for treating calculus in urinary system
赵 威 张琳琪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91-01
中图分类号：R364.2+5
【摘 要】 张琳琪教授从事肾脏病的中西医临床、教学、科研近 30 年，对多种肾脏病的见解独具心得。本文将其泌尿系结
石治疗经验进行归纳总结。
【关键词】 泌尿系结石；张琳琪；中医药治疗；经验
【Abstract】 Professor ZHANG Lin-qi is occupied in treating kidney disease with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nearly 30 years. Her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alculus in urinary system was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Calculus in urinary system; ZHANG Lin-qi; TCM therapy;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8
泌尿系结石是最常见的泌尿系疾病之一。依据不同的发病

威灵仙 25g，枳壳 12g，王不留行 18g。方中金钱草、海金砂、

部位，可分为上泌尿系结石（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和下泌尿

鸡内金“三金”化石排石，共为君主之药，石韦、冬葵子、滑

系结石（膀胱结石和尿道结石），以肾结石最为常见。结石部

石性寒滑利，有清热利尿通淋、止血止痛排石，推动结石下行

位的不同，所表现的临床症状亦不尽一致，以腰部或腹部阵发

之功，郁金、地龙、莪术、当归尾理气行滞，活血化瘀，王不

性或持续性钝痛或绞痛或酸胀不适、肉眼或镜下血尿，尿中沙

留行善行血脉，通经络，活血利水，走而不守，威灵仙一味可

粒或小结石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导师张琳琪教授从事肾脏病的

行十二经，有化石排石、镇静止痉之效。诸药合用，功用互补，

中西医临床、教学、科研近 30 年，对多种肾脏病的见解独具

共奏清热利尿，化瘀通淋，排石溶石之功效。此外，张师排石

心得，临床诊疗屡立奇功。现将导师治疗泌尿系结石经验总结

汤的基础上，又将泌尿系结石分为三大证：①湿热证：证见小

如下。

便涩滞刺痛，或尿中挟有血块，腰腹刺痛难忍，痛有定处，舌

1

病因病机

质紫暗，或伴有瘀斑，脉沉弦，或细涩。治以清热利湿，通淋
排石。方拟排石汤合八正散加减。②血瘀证：证见小便灼热、

泌尿系结石中医学属于“腰痛”
、
“石淋”
、
“腹痛”
、
“血淋”

尿痛不畅、尿急、尿频，或腰腹胀痛，甚则尿中带血，尿有砂

等范畴。现代医学认为其形成与流行病学因素（如年龄、性别、

石，或有脓尿，舌质红暗，苔黄腻，脉弦滑。治以活血祛瘀，

职业、水分摄入量等）、尿液因素、解剖学结构异常、尿路感

通淋排石。方拟排石汤合四物汤加减。③气阴两虚证：证见除

染、遗传因素等密切相关。中医学认为该病的发生多与食肥甘

了结石阻络和膀胱气化不利的证候外，还可表现为病程日久，

酒热之品、情志抑郁、肾虚火动有关。张师认为湿热蕴结，积

倦怠乏力，气短懒言，纳少腹胀，腰膝酸软，口淡不渴，舌淡，

于下焦，煎熬尿液，尿中杂质结为砂石，壅塞肾与膀胱，病程

脉象沉弱；或五心烦热或午后潮热，盗汗，颧红，消瘦，舌红

日久，亦阻滞气机，耗气伤阴，损伤脉络。
《医林改错》指出：

少苔等。治以益其养阴，健脾益肾。方拟四君子汤合知柏地黄

“久病入络，即为瘀。”结石阻内，久病不去，必会导致瘀血

汤加减。

内滞，阻滞气机，进而愈发气化不及，湿热郁阻，更易形成结

如伴明显血尿者加生地、小蓟、白茅根、琥珀粉；疼痛较剧

石；由于结石存在，又阻滞气机，气滞久则血瘀。华佗《中藏

者加广木香、炒白芍、玄胡；伴有肾积水或输尿管扩张者加柴胡、

经》言：
“虚伤真气，邪热渐深，结聚成砂。
”湿热邪气，胶着

炒麦芽、泽泻；有尿热尿痛症状者加瞿麦、灯心草；对嵌顿较久，

粘滞，内蕴日久，必伤及脾肾，耗气伤阴，或气虚，或阴虚，

解释较大者，根据体质加用破气、化瘀、软坚药物，如三棱、莪

或气阴两虚，虚实夹杂之症候。

术、皂角刺、山甲片；合并感染者，加清热解毒药；情志抑郁者，

2

辨证论治
张师认为湿热蕴结是结石形成的病理基础，气滞血瘀是结

加郁金、琥珀、青皮、木香；阴虚明显者，加黄柏。
3

讨

论

石形成及排出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久病导致脾肾气阴亏

张师认为湿热蕴结、气滞血瘀贯穿于泌尿系结石发生发展

虚，虚实夹杂之证。在治疗上须牢记两点：清热利湿，行气化

的基础，治疗上重在清热利湿、行气化瘀并贯穿于全过程，对

瘀，贯穿始终；审症求因，辨证论治，随症加减。清热利湿使

于病程日久，脾肾亏虚，虚实夹杂之证，重视脾肾的调理，标

结石无再生之土壤，行气化瘀通结石排出之管道，且结石无论

本兼顾，补攻结合，同时，根据患者疾病过程中出现的症候辨

病之新久，有无气滞淤血的表现，均应适当加入活血理气之品，

证论治，临床收效卓著。

可有效阻止气滞血瘀的形成，减轻患者症状，利于结石排出。
久病体虚不忘顾护正气，调补脾肾。对伴有并发症状者辨证论
治，随症加减。

作者简介：
赵威（1986-）
，硕士研究生，中医内科专业。

张师据多年临床经验自拟排石汤，基本组方：金钱草、海
金砂、石韦、冬葵子各 30g，滑石、地龙鸡、内金、郁金各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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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活血通络法治疗胃癌癌前病变 30 例
Clinical effect of the Yiqi Huoxue Tongluo method on
treating 30 cases of PLGC
李 琳 邱 琳
（南京市建邺区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 南京，2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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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益气活血通络法治疗胃癌癌前病变的疗效。方法：30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和/或上皮内瘤
变的患者给予益气活血通络方加减进行治疗。结果：治愈 2 例，显效 15 例，有效 10 例，无效 3 例。结论：中医药治疗胃癌癌前
病变不论在缓解临床症状还是改善局部炎症，其疗效十分肯定。
【关键词】 益气活血通络法；胃癌癌前病变；慢性萎缩性胃炎；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 (PLGC) by Yiqi Huoxue
Tongluo method. Methods: 30 patient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ombined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and intraepithelial neoplasma were
given modified Yiqi Huoxue Tongluo method for treatment. Results: 2 cases were cured, 15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10 cases
were effective, 3 cases were invalid. Conclusion: TCM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relieving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ing local
inflammation on treating PLGC.
【Keywords】 Yiqi Huoxue Tongluo method; PLGC;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49
参照 2002 年 5 月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胃癌癌前病变（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
PLGC）是胃黏膜多步骤癌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包括中、
重度不完全性结肠型肠上皮化生（Intestinal

Metaplasia，IM）

2

治疗方法

和异型增生（Atypical hyperplasia，ATP），其常在慢性萎缩性

益气活血通络方（生黄芪、莪术、炒苡仁、赤白芍、法半

胃炎基础上伴随发生。慢性萎缩性胃炎为胃癌前的疾病之一，

夏、广陈皮、仙鹤草、炙甘草）。加减：若见舌淡红、苔薄、

为临床概念，而胃癌癌前病变（PLGC）则指病理组织学概念，

脉弦等气滞明显者，加炒柴胡、炒枳壳；若脘痞纳呆，苔白腻

祖国医学无慢性萎缩性胃炎及胃癌癌前病变之病名。1989 年，

者，加苍术、厚朴；若湿热阻滞，脘痞，舌苔黄腻，加黄连、

南昌全国第五届脾胃病、痹证会议上通过了“慢性萎缩性胃炎”

蛇舌草；若口干便结，舌红少津者，加北沙参、麦冬；若胃脘

[1]

属“胃痞”的病名。白长川等 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宏观

作胀，纳少，大便夹有不消化食物，加炒谷麦芽、焦楂曲；若

辨证应以“胃痞”命名，微观辨证应归属于“痞结”之范畴，

胃脘冷痛，泛吐清水者，加干姜、桂枝。水煎服，1 剂/d，分

并将“胃痞恶化”作为胃癌前病变的对应称谓，第一次明确提

两次服用，3 个月为 1 个疗程。

出了胃癌癌前病变的中医命名。

3

治疗效果

一般资料

综合疗效评定（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疗

1.1 基本资料

效评定标准；病理疗效的评定采用分级记分办法，萎缩、肠化

1

本研究观察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和/或上皮内瘤
变的患者 30 例，病例来自本院门诊（2010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辨证为“气虚血瘀型”的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和/或
上皮内瘤变病人。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范围为 34～77
岁，平均年龄（56.89±10.07）岁。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符合西医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标准，病理诊断参照 2006
年上海《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分类，并参照胃炎新分类悉
尼系统。
1.2.2 中医诊断标准

按诊断结果的无、轻、中、重度分别记 0，1，2，3 分；上皮
内瘤变按诊断结果无、轻、重度记为 0，2，4 分，观察治疗前
后积分变化情况。综合评定：治愈 2 例，显效 15 例，有效 10
例，无效 3 例。
4

讨

论

胃癌癌前病变属中医学之“胃痞”
、
“胃脘痛”等范畴，病
位在胃络，其发病与脾胃肝（胆）关系最为密切。病因为脾胃
虚弱；或者暴饮暴食，或恣食生冷，或过食肥甘，或嗜酒无度，
损伤脾胃所致。以脾胃虚弱、络脉瘀阻为基本病机；气滞、湿
热、痰浊、瘀血为基本病理因素，气虚络阻贯穿病程始终。治
当注重益气健脾、活血通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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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重用黄芪，借助其升阳之力大补脾胃之气，使元气充，

局部炎症，其疗效十分肯定。辨证论治虽是治疗的前提和关键，

气血行；通络宜选辛温宣通之品，盖辛香走窜，在表能散，在

但不结合辨病及必要的对症治疗，将不会取得很好的疗效。本

络能通，还能引诸药直达络中，使里邪透达外出。对于入脏腑

研究还存在一些缺憾，如样本量较小，无法对收集到的胃癌癌

里络之证，当选用辛味宣络而又不专事表散之品，以防其辛入

前病变的病例进行证型和用药分类，对胃癌癌前病变治疗的远

[2]

表而减弱了辛通里络之力 。故选莪术辛温化瘀通络，借助其

期疗效尚不明确，下一步设想为扩大样本量，严格按照随机、

辛温之性以促进血液运行，使胃络瘀血消，营血畅，则络通痛

对照、双盲的科研要求进行临床观察，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

止。苡仁功在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白芍养血柔肝止痛。二者

观察中药治疗的远期疗效，完成证型和用药之间一一对应关

在方中健脾调肝，加强止痛作用，共为臣药。半夏燥湿化痰，

系，为进一步研制成药奠定基础。

降逆止呕，消痞散结。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为脾胃之圣
药。仙鹤草补益，收敛止血，解毒抗癌。三药和胃消痞，共为

参考文献：

佐药。甘草调和诸药，《本草正》谓之“得中和之性，有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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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胃黏膜血流量，改善微循环，加速炎症吸收，促进固有
腺体再生，并能抑制体液免疫，增强细胞免疫。另外活血通络

李琳（1982-），女，2009 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脾胃学专业，
硕士学位。现工作于南京建邺区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社区全科临

药还能够减轻或消除肠上皮化生及上皮内瘤变。

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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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展望
中医药治疗胃癌癌前病变不论在缓解临床症状还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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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助育汤治疗男性不育症 96 例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f self-made Zhuyu decoction on treating
96 cases of male infertility
黎益文
（广西岑溪市人民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256.56

岑溪，543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93-02

【摘 要】 目的：探讨自拟生精助育汤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2010 年 7 月～2012 年 7 月就诊于我院的男性
不育症患者 96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48 例，对照组采用五子衍宗丸进行口服治疗，而治疗组则采用自拟生精
助育汤进行加减治疗，30d 为 1 个疗程，治疗 3～6 个疗程，对比观察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的精子密度、活动率、
存活率等指标变化。结果：自拟生精助育汤治疗的总有效率达 100%，而常规治疗的总有效率则只有 50%。可见治疗组的效果远
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两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另外，治疗组治疗后的精子密度、活动率、存活率均优于治疗前以
及对照组，同具显著性（P<0.05）
。结论：自拟生精助育汤能够提高精子精子密度、活动率、存活率等指标，对治疗男性不育症疗
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助育汤；男性不育症；治疗；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elf-made Shengjing Zhuyu decoction on male infertility. Methods: 96
patients of male infertility collected from July 2010 to July 2012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orally given Yanzong pill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elf-made Shengjing Zhuyu
decoction. 30 days in a treatment course, and for 3～6 treatment course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self-made Shengjing Zhuyu
decoction was 100%,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50%. The effica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sperm concentration, active ratio and survival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P<0.05). Conclusion: Self-made Shengjing Zhuyu decoction can improve sperm density, motility and survival rate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Zhuyu decoction; Male infertility; Treatment;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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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育症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男性不育症在临床上较为多

动率、存活率等指标变化。

见，其中尤以精液异常所致者多见，约占男性不育症的 50%～
[1]

加减原则：生精助育汤主要由菟丝子 15g，枸杞子 10g，

6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育龄夫妇可能存在的不育问题

山药 15g，山茱萸 l0g，覆盆子 l0g，韭子 15g，鹿角胶 15g，泽

以男方居多。因此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治研究越来越重视[2-5]。本

泻 l0g，茯苓 l0g，怀牛膝 l0g，黄精 15g，仙茅 l0g，仙灵脾 l0g

研究通过自拟助育汤对我院 96 例男性不育症患者进行治疗，

等组成。对于阴虚火旺，精液粘稠度高，液化时间延长者，加

并与传统的治疗方法相比较，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黄柏、知母、生地、麦冬；对于湿热蕴结，小便色黄，见白细

1

胞，精液液化不良者，减枸杞、女贞子，加黄柏、大青叶、萆

资料与方法

薢、石菖蒲、薏苡仁；对于肝郁化火，口苦心烦，大便干燥，

1.1 一般资料

精子活动能力低者，加丹皮、栀子、当归、杭芍；对于肾阳不

选取 2010 年 7 月～2012 年 7 月就诊于我院的男性不育症患

足，头晕，腰酸，耳鸣，精子活动率低，数量少者，加巴戟天、

者 96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48 例。均符合男

淫羊藿、杜仲；伴有气滞血瘀血者，加柴胡、郁金、川芎；伴

性不育症的诊断标准，患者常见腰膝酸软，头晕，失眠，健忘

有睾丸疼痛者，加荔枝核，橘核仁；伴有腰酸乏力者加杜仲、

多梦，神疲乏力等症状，但体格检查正常，排除精索静脉曲张，

川断；伴有早泄者，加益智仁，桑螵蛸。

隐睾，睾丸、附睾炎症等疾患，其配偶经妇科检查未发现异常。

1.3 统计学方法

对照组患者年龄介于 21～35 岁，平均年龄（29.2±3.2）岁，病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表示各参数标

程平均（4.5±1.2）年；治疗组患者年龄介于 23～33 岁，平均

准值，资料采用 t 检验，组间对比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

年龄（27.5±2.3）岁，病程平均（4.2±1.8）年。可见两组患者

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年龄、病程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2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不育患者口服五子衍宗丸进行治疗，2 次/d；而治

结

果

2.1 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比较

疗组不育患者则采用自拟助育汤加减煎汤口服治疗，1 剂/d，

自拟助育汤治疗的总有效率高达 100%，而常规治疗的总

早晚分服。两组均以 30d 为 1 个疗程，治疗 3～6 个疗程。对

有效率则只有 50%。可见治疗组的效果远优于对照组，经统计

比观察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的精子密度、活

学分析，两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结果如表 1。

表 1 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比较情况（n /%）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8

10/20.83

12/25.00

26/54.17

22/45.83

治疗组

48

39/81.25

8/16.67

1/2.08

47/97.92

2.2 治疗前后指标变化比较

以及对照组，同具显著性（P<0.05）
。
（结果如表 2）

治疗组治疗后的精子密度、活动率、存活率均优于治疗前
表 2 治疗前后的精子密度、活动率、存活率指标变化比较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3

讨

时刻

精子密度（×106）

活动率（%）

存活率（%）

治疗前

29.2±15.2

28.3±12.8

30.7±16.2

治疗后

30.9±17.8

32.5±15.8

32.1±20.1

治疗前

29.5±14.1

29.0±13.6

91.1±15.9

治疗后

51.3±19.1

49.9±20.3

48.2±19.5

论

中医学界认为，男性不育症多由肾精不足所致，与“肾脏”
有着密切的联系，故有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的说法。而男
性不育患者大多有肾虚之证，因而此类病人大多是以肾虚所致
生殖能力低下而不育。中医中药在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方面具有
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疗效，本文自拟的助育汤具有滋阴补肾，
生精养精之功效，既滋先天之精，更强调补后天之精，使二者
相辅相成，充分发挥肾中精气的生理效应，改善生殖功能，以
达到治疗目的。本研究也进一步证实，自拟生精助育汤能够提
高精子精子密度、活动率、存活率等指标，对治疗男性不育症
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郭应禄,李宏军.男性不育症[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275
[2]黄子冬.自拟育精散治疗男性不育症 127 例[J].中国民间疗法,2005,13(11):
28-29
[3]卢燕许.生精活精散冶疗少精弱精症 320 例[J].河南中医,2005,25(9):28-29
[4]喻国华,郑威.自拟促精汤治疗男性不育 60 例疗效观察[J].中国民间疗法,
2007,15(3):24-25
[5]郭东亮.补肾益精汤治疗少精弱精症 60 例[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2010,12(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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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素片与枫蓼肠胃康冲剂合用治疗急性胃肠炎
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cute gastroenteritis with Berberine pill and
Fengliao Changweikang dissolved medicines
郭红玲
（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 海口，570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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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黄连素片与枫蓼肠胃康冲剂联合方案治疗急性胃肠炎的疗效。方法：急性胃肠炎患者 150 例，随机分
成两组，治疗组 75 例，男性 39 例，女性 36 例，黄连素片口服 0.3g/次，3 次/d，枫蓼肠胃康冲剂口服 8.0g（1 包）/次，3 次/d。
对照组 75 例，男性 38 例，女性 37 例，黄连素片口服 0.3g/次，3 次/d。两组治疗疗程均为 2d。结果：黄连素片联合枫蓼肠胃康冲
剂治疗总有效率为 96%，优于单用黄连素组 82.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黄连素联合枫蓼肠胃康冲剂治疗急
性胃肠炎比单用黄连素更有效。
【关键词】 黄连素；枫蓼肠胃康；急性胃肠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erberine pill and Fengliao Changweikang dissolved medicines on
treating acute gastroenteritis. Methods: 15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75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Berber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Berberine and Fengliao Changweikang dissolved medicine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nclusion: Berberine and Fengliao Changweikang dissolved medicines had better effect on acute gastroenteritis
than Berberine.
【Keywords】 Berberine; Fengliao Changweikang; Acute gastroente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1
1.2 治疗方法

急性胃肠炎是由于进食有病原菌及其毒素的食物，或饮食
不当，如暴饮暴食、食用过量的有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引

治疗组患者每次服用黄连素片 0.3g，3 次/d，枫蓼胃肠康

起胃肠道粘膜急性炎症或渗透压改变，表现为胃肠道粘膜充

冲剂 8.0g/次（1 包）口服，3 次/d。对照组每天服用黄连素片 3

血、水肿、肠道分泌或水分渗出增多等。致病原分为感染性及

次，每次 0.3g。辅助治疗：治疗组中腹泻次数 10 次以上 68 例，

非感染性，感染性致病原以沙门氏菌属常见，副溶血弧菌、金

对照组中腹泻次数 10 次以上 64 例，以上患者血压正常，无明

黄色葡萄球菌、变形杆菌、致病性大肠杆菌、病毒也有致病，

显脱水征，均予口服补液盐 6 包（5.125g/包）
，温开水冲服。

真菌少见。临床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个别患

治 疗 组 中 有 12 例 患 者 轻 度 脱 水 症 ， 血 压 偏 低 ， 最 低 达

者可有发热。本文应用黄连素片联合枫蓼肠胃康冲剂治疗急性

80/52mmHg，对照组中 9 例有轻度脱水症，血压偏低，最低达

胃肠炎，疗效显著，现总结如下。

85/50mmHg，这部分患者均给予 5%葡萄糖盐水 500ml＋维生

1

素 C2.0g＋10%氯化钾 10ml 静脉滴注。

资料与方法

1.3 疗效标准

1.1 一般资料

痊愈：48h 内症状及体征消失，大便常规检查正常，一般

自 2011 年 9 月～2012 年 6 月我院成人肠道门诊共 150 例

情况好。好转：48h 内症状及体征明显好转，大便常规检查正

急性胃肠炎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75 例，男性 39 例，

常。无效：治疗 48h 后，症状及体征无好转。总有效率＝[（痊

女性 36 例。对照组 75 例，男性 38 例，女性 37 例。所有患者

愈＋好转）/总例数]×100%。

均行大便常规检查。治疗组患者大便常规白细胞（＋）以上者

1.4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44 例，占 58.7%，大便常规未见异常者 31 例，占 41.3%。对

两组患者经治疗 2d 后治愈率、好转率、无效率、总有效

照组患者大便白细胞（＋）以上者 42 例，占 56%，大便常规

率进行统计及比较，具体结果如下表 1。

未见异常者 33 例，占 44%。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n（%）]
组别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n=75）

69（92）

3（4）

3（4）

96

对照组（n=75）

48（64）

14（18.7）

13（17.3）

82.7

注：由表中可见，治疗组联合应用黄连素和枫蓼肠胃康冲剂治疗 2d 后，治愈率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
，有显著差异。

（下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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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炎康复片联合依那普利治疗慢性肾炎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nephritis by the nephritis
rehabilitation tablets combined with enalapril
易 娜 刘红梅 赵艳红
（中国医科大学第八临床学院鞍钢总医院，辽宁 鞍山，114002）
中图分类号：R5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96-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肾炎康复片联合依那普利治疗慢性肾炎 40 例的效果。方法：随机将 40 例肾炎患者分为治疗组 23 例，
对照组 17 例。临床诊断肾小球肾炎患者给予依那普利及优质蛋白、纠正水肿等治疗基础上，治疗组加用肾炎康复片治疗。并在
治疗前、后测尿蛋白定量（24h），血浆白蛋白、血脂、肾功能等。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3%，对照组为 53%。与对照组相比
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肾炎康复片能降低蛋白尿，改善肾功能，减轻水肿。
【关键词】 肾小球肾炎；肾炎康复片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nephritis rehabilitation tablets combined with enalapril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nephritis in 40 cases. Methods: 40 nephriti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 treatment group for 23 cases and 17
cases for control group. The basic treatment of enalapril, high-quality protein and corrective edema was treated for clinical diagnosis of
glomerulonephritis patients. Besides that,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for nephritis rehabilitation table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
serials of measurement such as urinary protein quantitative (24h), serum albumin, lipids and renal function would be taken. Results :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3%, and 5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Nephritis rehabilitation tablets can reduce proteinuria , improve renal function and reduce swelling.
【Keywords】 Glomerulo nephritis; Nephritis rehabilitation table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2
慢性肾小球肾炎（Chronic Glomerulo Nephritis，CGN）简
称慢性肾炎，系指蛋白尿、血尿、高血压、水肿为基本临床表

的药物。禁食刺激性食物。禁酒。
1.3 观察指标
治疗组与对照组均于治疗前后测定 24h 尿蛋白定量、尿沉

现，起病方式各不相同，病情迁延，病变缓慢进展，可有不同
程度肾功能减退，最终发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一组肾小球疾

渣系列、血常规、血浆白蛋白、肾功能指标（血肌酐、尿素氮、

病[1]。延缓肾功能进展，改善临床症状及防治并发症是治疗慢

血尿酸）
、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
。

性肾炎的主要目的，我院自 2011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门诊及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用（ x ± s ）表示，各项指标治疗前后组间比较

住院治疗 40 例肾炎患者在传统治疗基础上加用肾炎康复片，

采用 t 检查，疗效对照用 x2 检验。

疗效肯定，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2

结

果

2.1 疗效判定标准

1.1 病例选择
选择我院门诊及住院肾小球肾炎患者 40 例，慢性肾炎诊
[2]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87 年制定的《临床研究指导原

断符合 2006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所制定标准 ，并排除

则》
，分完全缓解、基本缓解、好转、无效 4 类。完全缓解：

继发性因素所致、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及合并心、脑、敢和造血

水肿等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尿蛋白检查持续阴性或尿蛋白定

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男 13

量（24h）<0.2g，高倍镜下尿红细胞消失，尿沉渣计数正常，

例，女 10 例；年龄 20～58 岁病程平均 1.3 年。对照组：男 10

肾功能正常；基本缓解：水肿等症状与体征基本消失，尿蛋白

例。女 7 例；年龄 18～60 岁病程平均 1.2 年。两组患者年龄、

检查持续减少 50%以上，高倍镜下尿红细胞不超过 3 个，尿沉

性别、血压、尿尿蛋白定量、病程、血肌酐等均无显著性差异

渣计数接近正常或基本正常（与正常值相差不超过 15%），肾

（P 均>0.05）
。

功能变化不大；好转：水肿等症状、体征明显好转，蛋白检查

1.2 治疗方法

持续减少至（＋）
，或尿蛋白定量（24h）持续减少 25%以上，

两组在注意饮食、休息、预防感染的基础上。均予依那普

高倍镜下尿红细胞不超过 5 个，肾功能正常或有改善；无效：

利（扬子江药业有限公司）10mg，2 次/d 口服。治疗组同时予

临床表现与上述实验室检查均无明显改善或加重者。

肾炎康复片（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口服，6 片/次。

2.2 肾炎康复片治疗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

3 次/d。两组疗程均为 3 个月。治疗期间停服一切影响本试验

肾炎康复片治疗组完全缓解 5 例，基本缓解 9 例，好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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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83%。对照组 17 例完全缓解 2 例，

（P<0.05）
。

基本缓解 4 例，好转 3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53%，肾炎康

2.3 治疗前后血压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血压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见表 1。

复片治疗组总有效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血压比较（ x ± s mmHg）
组别

n

治疗前收缩压

治疗后收缩压

治疗前舒张压

治疗后舒张压

治疗组

23

156.3±10.3

130.5±8.0

90.3±12.6

82.5±6.0

对照组

17

155.7±11.4

132.4±10.5

90.9±11.8

85.1±9.0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治疗前后 24h 尿蛋白定量、血肌酐、血尿比较
两组治疗后 24h 尿蛋白定量、
镜下红细胞均降低
（P<0.05）
，

治疗组降低程度优于对照组。两组血肌酐治疗后均无明显升
高。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尿蛋白、血肌酐、血尿比较（ x ± s ）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时间

24h 尿蛋白定量/g

血肌酐/（mmol/L）

尿畸形红细胞计数（×109/L）

治疗前

2.30±0.65

82.3±12.6

19.25±5.92

治疗后

1.0±0.68

81.9±13.0

6.07±3.69

治疗前

2.22±0.76

82.6±12.3

17.92±5.84

治疗后

1.35±0.82

82.0±13.5

10.55±5.36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肝肾功能均无恶化。
3

讨

论

慢性肾小球肾炎，中医属“水肿”
、
“虚劳”
、
“腰痛”范畴，
与肺、脾、肾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其发病多有外邪诱发因素
的侵袭，复由脾肾之气的亏损，久则伤及人体的肾气，以致脾
不敛精，肾不固精，伤及血络，血瘀水停而出现临床种种表现。
肾炎康复片是中药复方制剂，主要成分为生地黄、杜仲、山药、
丹参、白花蛇舌草等。其主要作用机制为益气养阴、补肾健脾、
清热解毒、增强免疫、利水消肿、活血化瘀，从而减少蛋白尿、
血尿。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西洋参、山药、生地黄、杜仲均具
有调节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作用的功效，使 CD4T 淋巴细胞在
肾组织中浸润明显减少[3]，而丹参、益母草、白花蛇舌草降低
血液粘度、抗血小板及红细胞聚集、增加肾血流量、增加红细
胞变形能力、清除有害氧自由基、改善肾脏微循环、防止血栓
形成；动物实验表明[4]肾炎康复片可减少肾病大鼠肾脏细胞外
基质的沉积作用，减轻肾间质水肿及间质炎症细胞浸润，抑制
（上接 95 页）
1.5 毒副作用
两组患者用药期间及用药后 3d 内均未出现毒副反应。
2

讨

论

枫蓼胃肠康冲剂主要药物成分为辣蓼及牛耳枫。辣蓼为蓼
科植物，味辛酸，性温，有消肿止痛之功效，主要含有酮类成
分，具有除湿化滞作用，用于痢疾，肠炎，食滞。牛耳枫为交
让科植物，味苦涩，性平，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功效，其主
要含有牛耳枫碱，青灰碱和 B-古甾醇，具有驱风止痛，消肿的
作用。两者配伍，寒温并用，以调和阴阳，苦辛并进，以顺其
升降，使胃肠得和，升降复常，恢复胃肠道的生理功能。
黄连素是从黄柏、黄连、及三颗针三味中药材中提取的生
物碱，又称为盐酸小檗碱，抗菌谱广，对多种革兰氏阳性菌及

肾小管上皮细胞过度产生炎性介质及胶原蛋白的表达。由此可
见肾炎康复片能从免疫、炎症、降低血液粘度、改善肾脏微循
环等多个方面减少对肾脏的损害，保护肾脏。
本观察现实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血尿、蛋白
尿明显减轻，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故肾炎康复片联合依那
普利治疗慢性肾炎有效，对肾功能无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倩春.杨霓芝教授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临床经验[J].中国中西医结
合肾病杂志,2003,4(9):502
[2]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慢性肾小球的诊断:辨证分型及疗效评定(试行
方案)[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6,40(6):8
[3]骆和生,罗鼎辉.免疫中药学:中药免疫药理与临床[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9:218
[4]胡仲仪,邵世宏,邓跃毅.养阴固肾活血片对肾脏细胞外基质影响的实验研
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0,1(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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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氏阴性菌均具有抑制作用，其中对志贺菌属的抗菌作用最
强，对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
也有抑制作用。
综上，黄连素片联合枫蓼肠胃康冲剂比单用黄连素片治疗
急性胃肠炎更能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及总有效率，同时药物不良
反应也不增加，在临床上可以考虑推广。
参考文献：
[1]曹和琴.宣海仙.肠胃康冲剂治疗急性胃肠炎 200 例[J].淮海医药,2002,20(1):77
[2]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须知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篇
(2003 年版)[M].2005:57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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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白斑 56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6 cases of vitiligo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郭秀霞
（山东成武工业园区医院，山东 成武，274200）
中图分类号：R47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098-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配合维生素 B12 治疗皮肤白斑的临床疗效。方法：用中药配合维生素 B12 注射液为 56 例皮肤白
斑患者治疗，疗程 3 周。结果：采用中药配合维生素 B12 注射液治疗皮肤白斑患者，治愈率高，副作用少。结论：中药配合维生
素 B12 注射液治疗皮肤白斑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
【关键词】 皮肤白斑；中药；维生素 B12 注射液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combined with Vitamin B12 injection on treating vitiligo. Methods:
56 patients of vitiligo were treated with TCM combined with Vitamin B12 injection. Results: The vitiligo patients treated with TCM and
Vitamin B12 injection had high cure rate and little adverse effects. Conclusion: TCM combined with Vitamin B12 inje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vitiligo.
【Keywords】 Vitiligo; TCM; Vitamin B12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3
取中药补骨脂 100g，白芷 20g，红花 20g，当归 20g，栀

皮肤白斑中医称为“白斑病”或“白驳风”，此症由风湿
相搏于皮肤致令气血失和，在皮肤上出现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

子 20g，铜绿 1g，浸入 50%的酒精 500ml 内，密封浸泡 1 周后

圆形白斑，边界清晰，边缘色素较深。近代研究表明，白斑病

外用，每日早晚 2 次外擦皮损部位，适当摩擦，增加日照，以

是由皮肤及毛囊的黑素细胞内酪氨酸酶活性减退或消失，导致

出现明显红斑水疱为度。10d 为 1 个疗程。治疗过程中皮损处

黑色素粒（即黑色体）生成的进行性减少或消失而引起的一种

可出现潮红、瘙痒、疼痛、丘疹或疱疹，皮疹严重者，可暂停

[1]

后天性原发性皮肤色素脱失症 。病因不清，多数认为与黑色

3～5d，并外涂消炎膏，好转后再继续外搽药水，连续治疗 3

素细胞自身破坏，免疫异常有关[2]；白斑病除皮肤外，还会累

个疗程。

及眼、耳等，该病发生于任何年龄、性别和人种，其中以 20～
30 岁的青年人为多见，一般人的发病率约占 1%～4%，近年来
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白斑病好发于皱褶及暴露部位，易诊断难

2

效

果

2.1 疗效判定标准

治疗，且影响美观。目前，国内外均缺乏较为满意的疗法，笔

治疗 1 个月后判定疗效。①治愈：斑块由白变黄褐色，至

者自 2008 年来，应用局部注射与中药外涂治疗皮肤白斑患者

红色，逐渐正常；②显效：斑块由白变黄褐色；③有效：部分

56 例，效果满意，报道如下。

斑块变黄褐色；④无效：皮肤无改变。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 56 例：男 18 例，女 38 例，年龄最小 11 岁，最
大 35 岁，病程半年～13 年。56 例患者白斑分布在颈项部者 26
例，肩背肢体多处发生者 30 例。

2.2 治疗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56 例患者痊愈 38 例（67.9%）
，显效者 12
例（21.4%）
，有效 3 例（5.4%）
，无效 3 例（5.4%）
，总有效率
89.3%。所有患者均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
3

患儿用药期间 7 例出现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红斑、灼热

1.2 治疗方法
根据不同部位取坐位、仰卧、俯卧或侧卧。
1.2.1 局部注射
根据白斑数目，面积大小和部位决定用药数量。药物复方

不良反应

感，仅个别患者有水疱和脱屑，但均不严重，停药数周后恢复
正常，不影响继续治疗。
4

讨

论

丹参注射液（广东省博罗先锋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维生
素 B12 注射液（山东方明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比例 2∶1，绕

白斑病病机虽为风湿相搏皮肤而致气血失和，究其根本原

白斑边缘皮下缓慢注射药液，每斑根据面积大小注射 2～3ml，

因是由皮肤及毛囊的黑素细胞内酪氨酸酶活性减退或消失，导

每隔 2 日注射 1 次，5 次为 1 个疗程，中间休息 5d，再行第 2

致黑色素粒（即黑色体）生成的进行性减少或消失而引起的一

个疗程。

种后天性原发性皮肤色素脱失症。因此选用以病变部位主治为

1.2.2 斑块涂擦

原则，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丹参益气、养血、养神定志、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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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血、生新血、通利关脉与维生素 B12 合用，具有温肤散寒、
祛风燥湿、舒经活络、活血化瘀之功效，可改善微循环，纠正
气滞血瘀，肌肤失养状态，从而使黑素合成增加。中药补骨脂
中也含有补骨脂素和异补骨脂素，对酪氨酸活性均有激活作
用。被激活的酪氨酸酶经一系列生化反应生成黑素，使黑素生
成量明显增加。这些有效成份均有促进皮肤局部色素形成的作
用[3]补骨脂、白芷、当归等含有光敏性物质，涂此药 30min 后
日光照射或紫外线光 UVB 光疗时可增加白斑区对紫外线的吸
收，促进黑色素的合成，因而对白癜风有明显改善作用。[6]栀
子是一种植物性染料，具有掩饰局部白斑，使白斑处肤色接近
正常的作用。白癜风患者的体内微量元素检测发现，患者体内
铜元素缺乏，铜绿中主要含碱式醋酸铜，能局部补充铜元素[4]，
可有效激活酪氨酸酶，使黑素合成增加。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

参考文献：
[1]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病性病专业委员会色素病学组.白癜风临床分
型及疗效标准(2003 年修订稿)[J].中华皮肤科杂志,2004,37(7):440
[2]Kemp EH, waterman EA, Gawkrodger DJ, et al. Autoantibodies to
tyrosinase-velated protein-1 detected in the sera of vitiligo patients using a
quantitative radiobinding assay. Br J Dermatol, 1998,139:798-805
[3]姚志道.补骨脂治疗白癜风疗效观察[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1988,8(7):85
[4]马振文主编.皮肤科用药指南[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43,228
[5]王建华,雷帆,胡波,等.10 种中药对酪氨酸酶的激活作用的研究[J].中国中
医药信息杂志,2000,7(4):40
[6]kubo I. Yokokawa Y, kinsc-Hori I. Tyrosinaseinhibitors from Bolivan
medlcinal plants. J NatProd,2009,58(5)739

方法治疗皮肤白斑具有痛苦小、疗程短、治愈率高、无副作用，
编辑：李妍 编号：EA-12120313（修回：2013-03-11）

患者易于接受等优点，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治疗 55 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
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5 cases of gastritis related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with modified Xiangsha Liujunzi decoction
张智勇 1 阎清海 2
（1.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0；2.河南中医学院研究生导师，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573.3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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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探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治疗幽门螺杆菌（Hp）相关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9

例 Hp 相关性胃炎患者分为两组，西药组予质子泵抑制剂三联法配合胃粘膜保护剂，中药组予香砂六君子汤加减，2 周为 1 个疗程，
3 个疗程结束后对比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结果：中药组总有效率 92.73%明显优于西药组 75.93%，P<0.05；中药组 Hp 清除率 90.91%
明显优于西药组 72.22%，P<0.05；中药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3.64%明显低于西药组 18.52%，P<0.05。结论：香砂六君子汤加减能够
明显改善 Hp 相关性胃炎的临床症状和体征，Hp 清除率高，安全可靠，值得临床在中药治疗 Hp 相关性胃炎方面继续研究。
【关键词】 香砂六君子汤；幽门螺杆菌；胃炎；质子泵抑制剂三联法；胃粘膜保护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Xiangsha Liujunzi decoction on gastritis related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Methods: 109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trigeminy with
proton pump inhibitor combined with gastric mucosa protectant, while the TCM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Xiangsha Liujunzi decoc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CM group was 92.7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75.93%
(P<0.05). The HP clearance rate in the TCM group was 90.91%,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72.22%
(P<0.05). The adverse effect incidence in the TCM group was 3.64%,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18.52%
(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Xiangsha Liujunzi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gastritis related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Keywords】 Xiangsha Liujunzi decoction; Helicobacter pylori; Gastritis; Trigeminy with proton pump inhibitor; Gastric mucosa
protecta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4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简称 Hp）是临床常见的

菌感染，但耐药菌株和副作用越来越引起临床的关注[1]。笔者

一种革兰氏阴性螺形杆菌，常规抗生素用药能够降低幽门螺杆

通过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治疗 Hp 相关性胃炎疗效确切，安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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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者加白芍 10g。1 剂/d，水煎服，分早、晚等服。两组患者均

靠，现报道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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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2 周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结束后对比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资料与方法

1.3 疗效评价标准[3]

1.1 一般资料

胃镜复查胃粘膜，并经活检组织病理证实胃粘膜炎症消失

研究对象为安阳市中医院肝胆脾胃科 2011 年 11 月～2012

者为临床治愈；胃镜复查胃粘膜，并经活检组织病理证实胃粘

年 11 月期间以慢性胃炎入院，经电子胃镜、胃活检病理学检

膜炎症明显好转，肠线萎缩和异型增生恢复或改善 2 个或 2 个

查和 Hp 快速尿素酶实验检查确诊，符合 Hp 相关性胃炎[2]的诊

以上等级者为显效；胃炎症状、体征轻微改善，胃镜和活检组

断标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9 例 Hp 相关性胃炎患者分为

织病理证实胃粘膜病变范围缩小 1/2 以上者为有效；胃镜和活

两组。西药组 54 例，男 26 例，女 28 例；年龄 21～65 岁，平

检组织病理证实胃粘膜病变范围无任何变化，临床胃炎症状和

均（43.4±8.7）岁；病程 0.6～16 年，平均（5.3±2.6）年。中

体征未减轻，甚至加重者为无效。总有效为临床治愈、显效与

药组 55 例，男 27 例，女 28 例；年龄 21～68 岁，平均（43.5

有效总和。

±8.7）岁；病程 0.6～19 年，平均（5.4±2.6）年。两组患者

1.4 统计学方法

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应用 SPSSl9.0 软件分析相关数据，%表示计数资料，组间

1.2 治疗方法

比较采用 x2 校验，P<0.05 提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西药组入院首周给予质子泵抑制剂三联疗法，第二周给予

结

果

奥美拉唑或兰索拉唑联合胃粘膜保护剂口服。中药组在《古今

2

名医方论》香砂六君子汤基础上加减治疗，方中党参 15g，白

2.1 临床疗效
Hp 清除情况 3 个疗程结束 2 周后行 14C-尿素呼气试验，

术和茯苓各 12g，甘草、陈皮和半夏各 10g，木香和砂仁各 9g，
蒲公英 20g，黄连 10g。辨证加减：胆汁反流者加代赭石 8g；

表现为阳性者为 Hp 清除。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 Hp 清除情

形寒肢冷者加附子 10g；餐后腹胀者加焦三仙各 8g；胃部烧灼

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 Hp 清除情况 [n（%）]
Hp 清除

组别

n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西药组

54

9（16.67）

13（24.07）

19（35.19）

13（24.07）

41（75.93）

55

中药组
△

2

12（21.82）

15（27.27）

△

▲

2

24（43.64）

4（7.27）

△

51（92.73）

39（72.22）
▲

50（90.91）

▲

注：组间总有效率比较， x =4.6364， P<0.05；组间 Hp 清除率比较， x =5.1649， P<0.05。

2.2 药物安全性

君子汤能够抑制胃蛋白酶和胃酸分泌，增加氨基已糖和磷脂合

西药组出现头晕、耳鸣 2 例，恶心、呕吐 3 例，便秘 5 例；
中药组出现轻度腹泻 2 例。中药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3.64%明显
2

低于西药组 18.52%，x =4.7344，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成，从而保护胃粘膜；黄连提取物黄连碱等物质具有抗微生物
和原虫作用，提高自身免疫能力，从而提高抗 Hp 感染效果。
本研究显示中药组总有效率 92.73%优于西药组 75.93%，
P<0.05；中药组 Hp 清除率 90.91%优于西药组 72.22%，
P<0.05；
中药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3.64%低于西药组 18.52%，P<0.05。

慢性胃炎是消化内科常见由多种病因引起的胃粘膜慢性

综上所述，香砂六君子汤加减能够明显改善 Hp 相关性胃

炎症，以 Hp 感染引起胃细胞损伤和炎症反应是慢性胃炎的主

炎的临床症状和体征，Hp 清除率高，安全可靠，值得临床在

要原因，若治疗不及时，极易发展为胃癌，从而危及患者的生

中药治疗 Hp 相关性胃炎方面继续研究。

命健康。因此，根除 Hp 对慢性胃炎的治疗尤为关键[4]。
质子泵抑制剂三联疗法是国内外医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线

参考文献：

治疗方案，但 Hp 对抗生素的耐药率逐年上升，其副作用越来

[1]王宁,汪龙德.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病的中医药治疗进展[J].中医临床研究,

越引起医学界的普遍关注。慢性胃炎属祖国医学“胃脘痛”
、
“胃

2012,4(14):121-122

痞”或“痞满”范畴，多因外邪犯胃、饮食伤胃、情志不畅或

[2]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

素体脾虚等因素所致，脾胃气虚、胃气阻滞和胃失和降是基本

诊治方案(草案)[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5,25(2):172-175

病机，治疗当以健脾益气、和胃止痛为主。笔者在《古今名医

[3]高艳.加昧香砂六君子汤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临床观察[J].时珍

方论》中香砂六君子汤基础上加减治疗，方中党参中益气，健

国医国药,2011,22(5):1283-1284

脾益肺；白术和茯苓归脾、胃经，健脾益气；甘草补脾益气，

[4]李妍,刘华一.中西医结合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 57 例[J].实用中医

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调和诸药；陈皮和半夏入肺、脾、胃三

内科杂志,2011,25(3):7-9

经，化湿健脾、理气开胃；木香具有理气调中和燥湿化痰之功；

[5]杨雯,杨卫京,王素青.金铃调胃汤治疗肝胃不和型慢性浅表性胃炎 30 例临

砂仁具有化湿开胃和温脾止泻之效；蒲公英清热解毒，消肿散

床疗效观察[J].河北中医,2012,34(3):335-336

结；黄连具有清热燥湿和泻火解毒的作用。诸药配伍，共奏健
脾益气、理气和胃止痛之功。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5]：香砂六

编辑：李妍 编号：EA-12120851（修回：2013-03-0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5 期

-101-

弥可保片和中药辨证实施联合治疗周围神经病变的
临床疗效
Clinical efficacy of Mecobalamin combined with TCM on
treating peripheral neuropathy
李百云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江西 宜春，336000）
中图分类号：R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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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探讨弥可保片联合中药辨证实施林和治疗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本院收治的共 64 例
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平均分成两组，分别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32 例。对照组给予弥可保片治疗，500ug/次，3 次/d，观察组
给予与对照组相同剂量的弥可保片后加以中药辨证实施林和治疗，两组均持续治疗 1 个月后观察疗效。结果：治疗后采用神经电
生理检查，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弥可保片联合中药辨证治疗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效果较好，可以减
缓各种疾病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有效缓解临床症状，改善患者微循环障碍，从而改善周围神经供血功能，修复受损的周围神经，
且与西药联合运用并无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弥可保片；中药辨证治疗；周围神经病变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ecobalamin combined with TCM treatment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on treating peripheral neuropathy. Methods: 6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2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ecobalamin 500ug a time, three times a da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treatment more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Mecobalamin combined with TCM treatment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peripheral neuropathy.
【Keywords】 Mecobalamin; TCM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Peripheral neuropath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5
周围神经可根据不同的分布对象分为躯体神经与内脏神
经，躯体神经主要分布在体表、骨、关节以及骨骼肌内，而内

进行对比。
1.2 纳入标准[3]

[1]

脏神经主要分布在内脏、心血管、腺体以及平滑肌内 。神经

①有四肢麻木、疼痛、感觉异常、酸软乏力等肢体感觉神

痛是由于受累感觉神经分布区发生疼痛，但神经传导功能、神

经病变或者运动神经病变；②行身体检查，躯体肌腱发射减弱

经递质没有明显变化。神经炎是泛指周围神经某些部位因为炎

或消失；③肌电图检查，患者有两根以及以上神经传导速度

症中毒缺血、缺乏营养引起代谢障碍外伤导致的一系列疾病与

（MCV）减少 20%以上。

损伤。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临床症状主要为四肢末端麻木，感

1.3 治疗方法

觉器官功能衰退，感受异常，疼痛等，一些患者还有肌无力、

对照组给予每次口服弥可保片（中国卫材药业有限公司）

肌肉痉挛，严重的会导致瘫痪，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较大[2]。

0.5mg，3 次/d，根据患者症状情况增减。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目前西药对周围神经病变有一定预防作用，但其治疗效果不

给予中药辨证实施治疗。对于气血两亏患者给予黄芪桂枝五物

佳，近年来随着中药的发展，中药医治周围神经病变临床治疗

汤治疗，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加减药方；对于肝肾亏虚型患

也得到较大发展，笔者为了探讨中西药联合治疗周围神经病变

者给予虎潜丸治疗；对于气滞血瘀患者给予四逆散加以桃红四

的临床效果，对本院收治的 64 例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进行临床

物汤治疗；对于湿热阻络患者给予加味二妙散治疗；对于气阴

探究，现将临床资料总结汇报如下。

两虚患者给予黄芪丸加以天麻散治疗；对于肾阳虚衰患者给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自 2011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周围神经病
变患者共 64 例，平均分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

附桂八味丸加以补阳还五汤治疗[4]。两组均治疗 1 个月，观察
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2

结

果

2.1 统计学方法

组 32 例。观察组中男 19 例，女 13 例，年龄 31～68 岁，平均

本次研究采用 SPSS13.0 统计系统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

年龄（41.3±11.1）岁，平均病程（4.3±1.9）个月。对照组性

析，差异进行 t 检验，以 P<0.05 表示有统计学差异，见表 1。

别、年龄、病情等与观察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可

（下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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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43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3 cases of CAG by the Huoxue Huayu method
王金周
（河南省安阳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73.3

安阳，455000）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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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我科收治的 85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予胃复春治疗，治疗组予活血化瘀中药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记录药物不良反应，并
随访 6 个月观察复发情况。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5.35%优于对照组的 78.57%；对照组复发率 27.27%高于治疗组的 7.32%，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活血化瘀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具有疗效好、毒副反应少、复发率低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关键词】 慢性萎缩性胃炎；活血化瘀；中药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CAG by the Houoxue Huayu method. Methods: 85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Fuchun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by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metho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5.35%,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8.57%. The relapse rate in the treated control group was 27.2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reated group
7.32% (P<0.05). Conclusion: The Houoxue Huayu method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AG; Houoxue Huayu;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6
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是消
化系统常见疾病，为胃癌癌前病变之一，及时、有效的治疗本

400ml，早晚空腹温服。两组均以 8 周为 1 个疗程。
1.4 观察指标

病具有较大的经济、社会意义。笔者近年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
本病 43 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记录研究过程中药物的不良反
应。治疗结束后随访 6 个月，记录病情复发患者例数。
1.5 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制定：①治愈：临
床症状消失，内镜下黏膜炎症明显减轻达轻度，病理组织学见

选择 2010 年 1 月～2012 年 3 月至我科就诊的 CAG 患者

腺体萎缩恢复正常；②显效：临床主要症状消失，镜下见黏膜

85 例，根据其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确诊，符合《慢性萎缩

炎症好转，病理组织学见腺体萎缩恢复正常或减轻 2 个级度；

性胃炎中医诊疗共识意见》[1]中的诊断标准。按照就诊顺序随

③有效：主要症状明显减轻，内镜下黏膜病变范围缩小 1/2 以

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42 例，男 29 例，女 13 例；

上，病理组织学见腺体萎缩减轻；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或加

年龄 26～70 岁，平均（59.4±15.9）岁；病史 1～27 年，平均

重，达不到上述标准者。治愈、显效和有效之和为总有效。

（12.54±6.07）年；治疗组 43 例，男 27 例，女 16 例；年龄

1.6 统计学方法

20～71 岁，平均（58.5±15.8）岁，病史 2～23 年，平均（13.71

采用 SPSS13.0 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7.70）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具有

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可比性。

用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纳入标准：①年龄≥18 岁；②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结

果

①妊娠、哺乳期妇女；②伴有重度肠化生者；③严重其他系统

2

疾病。

2.1 疗效对比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易消化、富营养饮食，戒烟限酒、调节情
绪等基础治疗。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之上给予胃复春片（杭州胡

两组疗效对比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次，3 次/d。治疗组在基础治疗上给予自拟活血化瘀方（组成：

对照组

42

2

13

18

9

33（78.57）

赤芍、白芍、鸡血藤、当归、丹参、生黄芪、炒麦芽各 15g，

治疗组

43

9

25

7

2

41（95.35）

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Z20040003）口服，4 片/

桃仁 6g，砂仁 10g，元胡 12g，生山楂 25g）1 剂/d，水煎取汁

注：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x2=4.5333， P<0.0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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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良反应、复发率对比

明活血化瘀法治疗 CAG 可以标本兼治，在提高疗效的同时预

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明显药物的不良反应。治疗后随访 6 个

防病情反复。周氏[5]等通过研究亦证明活血化瘀法治疗 CAG

月，对照组复发 9 例，复发率 27.27%（9/33）
；治疗组复发 3

具有疏通经络、破瘀散结之功，可改善脾胃气血运行，促进正

2

例，复发率 7.32%（3/41）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x =3.9909，
P<0.05）
。
3

讨

常生理功能恢复。
综上所述，运用中医学的基本知识，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
CAG 具有临床疗效好、毒副反应少、复发率低等优点，值得

论

临床上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CAG 属于西医诊断，在中医学根据其临床症状可归属“胃
脘痛”、“嘈杂”、“痞满”等范畴。其病机[3]主要为胃络瘀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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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白芍合用有化瘀不伤正之效；丹参祛瘀止痛、当归养血活血、

[5]周庆勇,孙志广.活血化瘀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研究进展[J].辽宁中医杂志,

鸡血藤补血活血，三者共为臣药，助君药活血祛瘀，护正止痛；
元胡可行血中之气、气中之血，生黄芪补气生血，生山楂散瘀
活血、健脾消食，砂仁理气开胃，四药共为佐药；脾胃共为后
天之本，故用炒麦芽行气健脾为使药，诸药合用而有活血化瘀、
健脾和胃之功。本组数据显示，给予此方治疗的治疗组总有效
率达 95.35%，疗效颇佳。
本组数据显示，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明显药物不良反应，证

2012,14(6):2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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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中药治疗 CAG 是安全的。治疗后随
访 6 个月，治疗组复发率 7.3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7.27%，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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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研究发现其容易进行神经元细胞，参与脑细胞、脊髓神经
元胸腺嘧啶苷合成，可促进体内叶酸利用率以及核酸的代谢，

表 1 两组治疗后正中神经、腓中神经传导速度比较（m/s）
感觉神经

组别

运动神经

正中神经

腓总神经

正中神经

腓总神经

观察组

46.2±3.8

43.7±6.4

50.3±3.3

44.6±4.2

对照组

43.3±4.1

40.5±5.2

46.2±4.1

41.7±3.7

P值

<0.05

<0.05

<0.05

<0.05

2.2 评价标准

提高神经纤维兴奋性，从而恢复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神经突触传
递延迟以及神经递质减少现象[5]。但其治疗效果持续时间不长，
而中药辨证治疗效果温和长久，调节患者血气通畅、阴阳平衡，
与弥可保联合治疗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临床效果良好，本次资料
中观察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说明弥可保片
联合中药辨证实施治疗周围神经病变临床效果佳。

显效：四肢麻木、乏力、疼痛等症状消失，肌腱反射正常；
有效：四肢麻木、乏力、疼痛等症状明显缓解，肌腱反射有效改

参考文献：

善；无效：肢体麻木、乏力、疼痛等症状以及肌腱反射无变化。

[1]刘晓棠,谢秩芬,邓诗懿,等.黄芪桂枝五物汤内服舒络汤熏洗联合弥可保治

2.3 结果

疗 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 50 例[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1,25(12):62-63
[2]周兴武,陈丽娟.降糖舒络方联合西药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35 例[J].

见表 2。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1,25(12):64-66
表 2 两组治疗后疗效比较 [n（%）]

3

[3]朱凤军,张书有,崔雨华,等.弥可保联合神经脱乐平治疗糖尿病性神经病变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7（84.38）

5（15.62）

0

100

对照组

21（65.63）

8（25）

3（9.37）

90.63

P值

<0.05

<0.05

<0.05

<0.05

讨

论

弥可保片是内源性辅酶 B12，协助完成机体内一碳单位循

疗效观察[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2,14(9):81-82
[4]于健.通心络胶囊联合弥可保片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床观察[J].河
南职工医学院学报,2009,21(5):481-483
[5]赵郴,马中建,陈玉林,等.痛痹汤治疗气虚血淤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48
例临床观察[J].中医药导报,2010,16(7):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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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药饮片霉变的原因及对策
Discussion on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ould of TCM cut crude drugs
薛彩红
（南宁市中医院，广西 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104-02

【摘 要】 中药饮片在贮藏过程中如果保管不妥，极易引发霉变。笔者多年的临床保管经验，分析了霉变的原因，并提出了
防治霉变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中药饮片；霉变；原因；对策
【Abstract】 TCM cut crude drugs are easy to mould if they are inappropriately taken car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ze the
causes of mould and put forward detailed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her own clinical preservation experience.
【Keywords】 TCM cut crude drug; Mould; Cause; Countermeas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7
中药饮片在贮藏过程中如果保管不妥，极易引发霉变。霉
变得中药饮片，会使中药有效成分含量降低、降低疗效或失效，
从而影响治疗效果，有的甚至对人体有害。而且，药材发霉变
质，还增加了药物损耗，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应当防止

够的氧气，空气中的氧气也是其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氧气就
不能进行繁殖，更不能形成孢子。
2

防治霉变的措施

中药发霉变质，把中药的保管工作做好，对于中药饮片贮藏安

针对以上霉变发生的原因，储藏中药饮片时，采取“以防

全、使用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应引起广大中药药剂人员的高度

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采取科学的养护方法进行管理，就

重视。本文就笔者多年的临床保管经验，就如何较好地应对中

能在贮存过程中保持中药饮片的品质。笔者在多年工作实践，

药饮片霉变探讨如下。

认为防止中药饮片霉变主要有以下几点措施。

1

霉变的原因
与中药饮片关系密切的霉菌以曲霉属和青霉属最为常见。

如灰绿曲霉群、黄曲霉群、黑曲霉群、单轮青霉组、双轮青霉
组等，空气中大量存在着这些霉菌的许多真菌孢子，加上中药

2.1 保持清洁
清洁是一切防治工作的基础。洁净的环境可恶化害虫的生
活条件，是防止仓虫入侵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方法。
2.2 控制温度
这是防止中药饮片发霉的有效方法之一。对于大多数霉菌

材大都含有淀粉、多糖、脂肪、蛋白质、氨基酸等成分，温度、

和仓虫来说，18℃～35℃是最适宜生长繁殖的温度，高于或低

湿度等因素的改变时，都可以成为药材发生变质或霉变的原

于该温度，霉菌仓虫的生长减慢，繁殖停止，甚至死亡。采用

因。

低温 2℃～10℃贮藏饮片，就可以有效防止不易烘晒的中药饮

1.1 温度

片的生虫、霉变、变色等变质现象发生[1]。所以库房内应尽量

引起中药饮片霉变的霉腐微生物最适宜在 25℃～35℃繁

保持干燥低温条件，应配备空调、冷柜等设施。特别是夏季梅

殖生长，所以，降低温度即可抑制霉菌生长；当温度高于 35℃

雨时节，应将贵重药材及易霉药材采用 0℃～10℃冷柜贮存，

时，含脂肪多的植物，由于受热过高，油质分离，容易引起泛

其它药材采用空调储存。而利用自然高温在夏季将饮片暴晒也

油；另外，像党参、黄精、肉丛蓉、生地等药材，如果药品过

可有效防止虫害的侵袭。

分潮湿或堆放过高过紧，使药物的内部组织细胞加强，产生热

2.3 控制湿度

量，也能引起发霉现象。
1.2 湿度

湿度是虫害和霉菌生长的共同条件之一，如果库内湿度过
高，则干燥的药材必由空气中吸收水分而变潮，形成适于霉菌

中药保存有“四、五月防霉，七、八月防蛀”的说法。湿

生长繁殖的外在条件。药品库房要经常开窗开门或安装排风

度是霉菌生长必不可少的条件，霉菌孢子发芽时所需的最低湿

扇，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做好合理的通风，既可降温又可控制

度因菌种而异，其相对湿度大致为 75%～95%，故控制相对湿

库内湿度，使干燥饮片不受潮；也可用抽湿机或空调来吸收空

度在 75%以下，引起中药饮片霉变的霉菌便无法生长繁殖；而

气中的水分，保持室内空气干燥。两种方法配合使用，效果更

且在相对湿度超过 70%时，大部分药品通过逐渐吸收空气中的

佳。同时，将一些易生虫、发霉的中药如动物饮片等，置于虫

水分，致使含水量增高，药材就容易发霉变质。

类干燥箱内，干燥箱内可放入生石灰吸潮，如块状石灰变散或

1.3 空气

粉末状时，须更新生石灰。

霉菌和某些酵母菌多属嗜氧型微生物，它们的生长需要足

2.4 控制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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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人为创造一个密闭、低氧或增加有害气体浓度的环

偏高的饮片，坚决作退货处理。在贮藏过程中，要密切注意饮

境，可使中药饮片的霉菌仓虫很快死亡。如对于一些炒制后增

片吸湿情况，定期抽验，如果发现含水量升高，可以采用暴晒，

加了香气的种子类药材和在空气中易失去结晶水而风化的矿

烘干，蒸煮等经济、简单、易行的方法加以脱水，保证药材含

物类饮片如紫苏子、白矾、硼砂等，将药材置密闭容器内，抽

水量在安全水分标准之内。但应注意，干燥后的饮片均需放晾

出容器内的氧气，加入二氧化碳，使药材处于人造的低氧，高

再行收贮，否则其余热也会导致回潮而变质。

二氧化碳状态，这样，不仅能阻止新的害虫侵入，还可导致原

此外，本着“少量购买、勤进勤销”的原则，尽量减少库

有害虫窒息死亡，并可阻止微生物的繁殖，可起到良好的杀虫

存，尤其是在霉雨季节，在充分保证临床用药的同时，应尽量

防霉作用。我们也经常采用喷洒少量 95%药用乙醇或 50 度左

缩短库房内中药饮片的贮藏时间，提高饮片的周转率，这也是

右的白酒于药材表面密封贮藏。此法适用于油脂类中药及炮制

防止中药饮片发生霉变，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品，如柏子仁、枣仁等，以及含糖类饮片如枸杞子、黄芪，含
挥发类饮片如当归、川穹、瓜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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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德生,王琴.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2.5 控制饮片
含水量饮片本身的含水量是中药材发霉的决定因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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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含水量在 15%以下即可防止药材发霉变质 。有些中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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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不良反应的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
Cause analysis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of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hinese formulated products
李培海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医院，河南 洛阳，471012）
中图分类号：R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105-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成药不良反应的原因及预防措施，促进临床规范用药。方法：对我院 2007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
间报告的 66 例中成药不良反应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66 例中成药不良反应病例中，女性占 53.03%，60 岁以上老年人
占 54.54%，静脉用药发生率为 92.42%，粉针剂型发生率为 51.52%。结论：中成药不良反应的原因与特殊人群、中成药剂型及生
产工艺不完善、临床应用不规范等因素有关；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辨证论治，重视患者个体差异，加强中成药制备工艺可一定程
度上减少中成药不良反应发生。
【关键词】 中成药；不良反应；原因；预防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of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hinese formulated products.
Methods: 66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07 to October 2012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Of all the 66 patients, 53.03%
women and 54.54% seniors had adverse effects, while 92.42% the intravenous injection medicine and 51.52% injectable powder had
adverse effects. Conclusion: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hinese formulated products were connected with special patients, imperfect of TCM
dosage form and producing technology and abnormal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hinese formulated products; Adverse effect; Cause; Preven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8
随着中成药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其相关不良反应也屡见不
鲜，不但浪费中药资源、影响中成药的安全性评价，也严重危
害患者身体健康。为促进临床规范用药，笔者对我院 2007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间报告的 66 例中成药不良反应病例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探讨中成药不良反应的原因及预防措施，现总结
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我院 2007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间报告的 66 例中成药不

2

结

果

2.1 患者一般情况
男性 31 例（46.97%）
，女性 35 例（53.03%）
；年龄 2～86
岁，其中 18 岁以下共 11 例（16.67%）
，18～60 岁共 19 例
（28.79%）
，60 岁以上共 36 例（54.54%）
。
2.2 药品情况
2.2.1 用药方式：静脉用药引发不良反应共 61 例（92.42%）
，
口服用药共 5 例（7.58%）
；单类型用药引发不良反应共 49 例

良反应病例资料，对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情况和用药方式、

（74.24%）
，联合用药共 17 例（25.76%）
。

药品剂型、品种、不良反应表现等药品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2.2.2 药品剂型：引发不良反应的静脉用药中粉针剂型 3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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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
，注射液剂型 27 例（40.90%）
，口服用药中片剂 3
例（4.54%）
，丸剂 2 例（3.04%）
。

66 例不良反应报告中共涉及 12 种中成药，其具体发生率
及临床表现，见表 1。

2.3 药品品种
表 1 导致不良反应的中成药品种、临床表现
药物品种

3

讨

n

发生率（%）

临床表现

注射用双黄连（冻干）

19

28.79

皮疹、头痛

清开灵注射液

12

18.18

皮疹、头晕、咳嗽、腹泻

注射用血栓通（粉针）

11

16.67

面部红肿、皮疹、嗜睡

舒血宁注射液

6

9.09

心悸、自汗、皮疹、皮肤潮红

红花注射液

4

6.06

头晕、心悸、恶心、皮疹

银杏达莫注射液

3

4.54

恶心、气短、皮疹

注射用川芎嗪

2

3.03

皮疹、口干

注射用鹿瓜多肽

2

3.03

心悸、皮疹

葛根素注射液

2

3.03

头晕、恶心、皮疹

平消片

3

4.54

丘疹、瘙痒

西黄丸

1

1.52

皮疹

小金丸

1

1.52

皮肤瘙痒

论

3.1 中成药不良反应的原因
药品的不良反应是指正规药品在正常使用时出现的有害
的或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1]。中成药是传统中药经现代
工艺萃取而成，其临床应用前已经多期临床试验证明安全有
效，具有不良反应少、剂型固定、质量稳定、药性平和等优点。
但是，随着中成药临床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临床医师缺乏对中
成药的有效认识，导致中成药不良反应屡见不鲜。
本组数据显示：①发生中成药不良反应的患者中女性为
53.03%，60 岁以上老年人为 54.54%，说明中成药不良反应发
生与特殊人群有关。女性发生率较高可能与妇科疾病较多，长
期应用清热解毒中成药有关，老年人发病率较高可能与老年人
体弱多病，长期应用活血化瘀类中成药有关。②发生不良反应
的中成药中静脉用药发生率为 92.42%，粉针剂型发生率为
51.52%，说明中成药不良反应发生与剂型、生产工艺有关，可
能与中药材成分中的有机物质或植物蛋白进入人体后形成的
半抗原有密切关系[2]，此外，由于静脉用中成药多在院内使用，
发生不良反应易于及时发现并报告，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组
数据结果。③发生不良反应的静脉用药中联合用药发生率为
25.76%，说明不合理的配伍可提高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3.2 中成药不良反应的预防
3.2.1 辨证论治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灵魂[3]。中成药是中药经现代
工艺加工而成，其本质上仍是中药，故其临床应用应在中医理
论指导下，辨证论治，才能更有效的发挥中药具有的疗效，预
防不良反应发生。例如，注射用双黄连（冻干）是由黄芩、连
翘、金银花提取而成，具有清热解毒，辛凉解表的功效，故当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扁桃腺炎、急性支气管炎、轻型肺炎

3.2.2 重视患者个体差异。小儿、孕妇、老人等患者是各种药
物不良反应的高危人群，临床用药时应加强重视。首先，要按
合理剂量用药，过大剂量的药物不仅不会增加疗效，反而会伤
及患者元气，凸显不良反应。例如，老年人多给予舒血宁注射
液、红花注射液等活血化瘀类中成药应用以改善血流动力学，
提高心脑血管供血，但大剂量、超疗程的应用，不但会出现心
悸、头晕等不适，甚至可能造成患者消化道出血，而加重病情。
其次，药物应用前应详细了解患者病史，如有相关药物过敏病
史，应尽量避免使用，即使无相关药物过敏史，初次应用中成
药时也应缓慢滴注 30min 以观察患者有无不良反应。
3.2.3 加强中成药制备工艺。中成药多为传统中药材综合有效
成分的提取物，含有相当比例的未知非定量成分，尤其是大分
子杂质，难以彻底分离，长时间放置后易出现沉淀、混浊现象，
影响药物安全性[1]。因此，应不断加强中成药制备工艺，提高
其稳定性，以降低不良发应发生风险。
总之，中成药不良反应的原因与特殊人群、中成药剂型及
生产工艺不完善、临床应用不规范等因素有关；以中医理论为
指导，辨证论治，重视患者个体差异，加强中成药制备工艺可
一定程度上减少中成药不良反应发生。
参考文献：
[1]李爱萍,何昌谋.中成药不良反应 112 例分析[J].陕西中医,2011,32(10):
1409-1410
[2]郑石洲,陈越,陈文兴,等.我院 300 例中成药不良反应报告研究分析[J].齐
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2,33(12):1633-1634
[3]郑殿红,周冰玉,李继荣,等.中成药不良反应的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J].中
国当代医药,2010,17(18):122-123

等患者辨证属外感风热时方可应用，若不分寒热温凉，不仅治
疗效果不佳，且可能加重患者不适，甚至出现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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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的使用注意
Application of the Ba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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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八法是临床上遣方用药的基本方法。其使用注意也是临床上安全用药、提高疗效的重要环节。本文重点探讨了八
法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 八法；使用注意
【Abstract】 Bafa is the basic method of clinical Herbal Prescription. The usage note of Bafa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linical
medication safety and improving efficac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afa is discusses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Bafa;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59
方剂学是连接中医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的桥梁，正确的
遣方用药，是准确治疗疾病的基础。清代程钟龄根据历代医

食壅阻胃脘，毒物尚在胃中，痰涎壅盛之癫狂喉痹，以及干霍
乱吐泻不得等。

家的经验，将遣方用药的方法归纳为八种，即汗、吐、下、

吐法的作用迅猛，呕吐时患者自觉难受，往往不愿接受此

和、消、清、温、补，“八法”。八法的运用，初学者容易理

种治法，因此目前临床上较少使用。该法易损伤胃气，应中病

解其适应证，而忽略一些注意事项，那正是安全用药、提高

即止，年老体弱、孕妇、产后均应慎用。使用时因个体差异或

疗效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八法使用时的注意事

药物用量不当，可能会造成呕吐不止，对患者身体产生较严重

项，以供参考。

的损害，应及时治疗，一般情况可服姜汁少许，或服用冷粥、

1

汗

冷开水以止之。仍不止，可根据所服吐药的不同进行相应处理。

法

如服用瓜蒂散而吐不止，可服麝香 0.03～0.06g，或丁香末 0.3～

汗法是通过开泄凑理、调畅营卫、宣发肺气等手段，使在

0.6g 解之；若服三圣散而吐不止者，可用葱白煎汤解之。若吐

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随汗而解的一类治法。适用于表证、疹出不

后气逆不止，宜予和胃降逆之剂止之。但若药后不吐，则应助

畅、疮疡、水肿、痹症、高热无汗等。

其涌吐，常以翎毛或手指探喉，亦可多饮开水，以助其吐。服

汗法的使用首先需明确可不可以发汗、何时不可发汗、以
及怎样发汗。表证当用汗法，《伤寒论》中指出咽喉干燥以及

药得吐后，须令患者避风，以防吐后体虚而外感。同时注意调
理脾胃，食以稀粥自养[1]。

淋、疮、衄、亡血、汗、寒诸家虽有表证亦不可发汗。咽喉干
燥者为阴液不足之象，强行发汗，不仅伤阴，更助阳热；淋家
多为湿热下注，久则伤阴，若发汗，不仅滋长膀胱湿热，损耗
肾阴，且易损伤阴络，发生尿血症；疮家易致耗伤气血，血汗

3

下

法

下法是通过泻下、荡涤、攻逐等作用，使停留在胃肠的宿
食、燥屎、冷积、淤血、结痰、停水从下窍而出，以祛邪治病。

同源，发汗必伤营血；衄家、亡血家出血之人气血已虚，若强

下法是针对有形实邪而采用的治疗方法，因此，根据邪气

行发汗，必致气血损伤严重；无论自汗盗汗，均有阴血阳气之

性质的不同，在治疗时必须先判断寒热润燥、水湿痰饮，才能

伤，若再发汗，可致阴阳两虚；病人有寒，指病人中焦脾胃虚

相应的遣方用药。《伤寒论》下法禁例中提到几种不可使用下

寒，复感外邪后宜温中解表，若发汗，则使脾胃已虚之阳更伤。

法的情况。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若为太阳阳

可见，已有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又复外感是不可发汗的主

明兼病致呕，表证未解，且里证不急，攻下属误治；阳明里热

[2]

要原因所在 。此外，里虚下利清谷、厥阴病热厥者均不可发

致呕，病位偏上且病势向上，不可逆其势而攻下；少阳阳明兼

汗。

病致呕，因病机不同于阳明实热结于腹部，故也不可下。“阳

当确需运用汗法治疗时，应遵循“汗而勿伤”的原则。即

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若只是心下硬满而不痛，且

发汗不可太过，以免津液过度损耗。麻黄汤、桂枝汤等代表方

无腹部症状，说明病位偏上，气机受阻所致，虽为阳明病，但

中都有提到“温覆取微汗”
，即不可过度发汗的意思。

尚未入腑成实，故不可下。
“阳明病，面合色赤，不可攻之。
”

2

吐

法

吐法是通过涌吐的方法，使停留在咽喉、胸膈、胃脘的痰
涎、宿食或毒物从口中吐出的一类治法。适用于中风痰壅，宿

阳明经循行面部，是无形邪热郁于阳明经表所致，腑未成实，
故不可下。此外阳明病兼表邪未解和胃中虚冷者均不可下[2]。
可见，使用下法时需谨慎，不可妄下。若下之，应得效即止，
服药期间，宜少食或忌食油腻不消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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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法时若兼淤血、虫积、痰浊，宜配合活血祛瘀、驱

7

虫、化痰等法。对年老体弱、孕妇、产后或正值经期、病后伤

和

法

和法是通过和解与调和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或脏腑、
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解除的一类治法。
金代成无已《伤寒明理论》中说：“伤寒邪在表者，必渍
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与不外不内，半表
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
可见，和法既不同于汗、吐、下诸法专门攻邪，也不同于补法

不宜用，以防伤其正。调和以“调”为要，使失和的病理状态
调整到平和的生理状态。
5

消

法

消法是通过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化痰利水、驱虫等方法，
使气、血、痰、食、水、虫等渐积形成的有形之邪渐消缓散的
一类治法。适用于饮食停滞、气滞血瘀、水湿内停、痰饮不化、
疳积虫积以及疮疡臃肿等病证。
“消”不可简单的理解为消食，补气剂中的行气剂、理
血剂中的活血祛瘀剂、祛痰剂、驱虫剂，还有泻下剂中的逐
水剂都应属于消法的范畴。 [3] 消法的使用需与下法区别，二
者虽然同是治疗蓄积有形之邪的方法，但针对的病位、病势
并不相同。下法所治病证，大抵病势急迫，形证俱安，邪在
脏腑之间，必须速除，可以从下窍而出。消法所治，主要是
病在脏腑、经络、肌肉之间，邪坚病固而来势较缓，且大多
是虚实夹杂，尤其是气血积聚而成之癥块，不可能迅速消除，
必须渐消缓散。消法的用药多具有攻伐之性，易伤及正气，
故在使用时当固护正气。
6

清

法

清法是通过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等作用，以清除里热
之邪的一类治法。适用于里证、火证、热毒证及虚热证等里热
证。
热邪易伤阴液，大热又易耗气，所以使用清法时无论虚
实均应适当配伍滋阴生津、益气之品。例如：竹叶石膏汤中
人参配麦冬补气养阴生津，犀角地黄汤中用甘苦寒之生地，
凉血滋阴生津。清法所用寒凉之药，有辛寒、甘寒、苦寒、
咸寒之分。其中，辛寒与苦寒，清热之力苦寒大于辛寒；甘
寒与咸寒，除清热外，还有滋养之功，甘寒多滋肺胃之津，
咸寒多养肾水之阴。使用时应区别对待，准确用药，便可提

法

在使用温法时，首先要注意辨别寒热之真假，真热假寒证
不可用。温法与补法常同时使用，如理中丸中加人参补气健脾；
四逆汤中炙甘草益气补中；当归四逆汤中配大枣、甘草益气健
脾养血。因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在温里祛寒时适当配伍补药，
可恢复受损之阳气。此外，素体阴虚或失血之人慎用温法；阴
寒太盛或真寒假热，服药入口即吐者，可反佐少量寒凉药，或
热药冷服，避免格拒。
8

专门扶正，而又可以和温、清、补、泻等法配合使用。“和”
有和解和调和之意。和解应以祛邪为主，重点在“解”，纯虚

温

温法是通过温里驱寒的作用，来治疗里寒症的方法。

津或亡血者，均应慎用或禁用，必要时宜配伍补益扶正之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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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法

补法是通过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主治各种虚弱症候的一类
治法。其既有补益气血阴阳的不同，又有分补五脏之侧重，故
需注意。
使用补法时首重“补而勿滞”。大多数补益药物使用时如
用之过急，用量过大，易使脾胃气机壅滞，故应以补而不滞为
度，或佐以行气之品扬其长而避其短，补其偏而救其弊，达到
补不碍胃，补而不滞之功效。同时，虚证的出现，往往多数是
累进而成。起初无甚感觉，渐渐的伤损阴阳，终致耗伤营卫。
因此在观察到虚证初起，即适当予以补法治疗，可以阻止它累
积成较重的虚证。补法即扶正固本的治法，疾病常常有邪正的
交织。治病有“急则治其标”的应变权宜方法，但治标之时不
能不顾其本[4]。
若表邪未解而使用补法，可导致“闭门留寇”
，使在表之邪
气反不易祛除。使用补法还应注意煎服法，补益药宜慢火久煎，
使药力尽出。服药时间以空腹或饭前为佳，急症则不受此限。
9

总

结

八法适用于表里、虚实、寒热等不同症候，但对于多数疾
病而言，常需多种方法配合使用。只有在遣方用药时多加斟酌，
不断体会，既考虑其适应证，又考虑使用禁忌，才能提高疗效，
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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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出版社,2003
[3]张成太.方剂“八法”中消法之我见[J].内蒙古中医药,2006(4)
[4]何任.略术中医补法及用补之注意[J].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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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斜肌转位术治疗垂直性斜视手术前后
立体视功能分析
Analysis on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vertical
heterotropia operation by Inferior obliquus version
李 丽 1 戴 兵 2 贾延磊 1 钱富华 1 宋树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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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下斜肌转位术治疗先天性麻痹性斜视原在位垂直性斜视的术前后的立体视功能的变化。方法：采用同
视机图片与 Titmus 立体视图本，对 27 例先天性的麻痹性斜视，做手术前正前方与代偿头位方位的、远与近距离立体视定性和定
量测定。实行手术后，再同样做远与近立体视锐度测定，进行分级对比分析。结果：所有病例术后代偿头位基本消除或改善，视
力提高 2～5 行。立体视从无到有，视锐度从 800"～60"逐级提高由周边的体视转变为黄斑体视、以至中心凹体视。结论：先天性
麻痹性斜视立体视觉术前正前方可有部分发育，代偿头位方向好于正前方向，经下斜肌完全转位术后，不仅解决了代偿头位、视
力问题，而且能使远近立体视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关键词】 下斜肌转位术；垂直性斜视；立体视功能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vertical heterotropia
operation by inferior obliquus version. Methods: 27 patients of congenital paralytic squint were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detected
their distant and near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acuity between front aspect and compensative aspect before operation by synoptophore
picture and Titmus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function picture. After operation, the distant and near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acuity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compensative head aspects of all the patients were eliminated or improved. Sight improved by 2～5
lines.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function appeared. Visual acuity elevated from 800’’ to 60’’. Circumjacent stereopsis turned into limbus
luteus retinae stereopsis and even fovea centralis stereopsis. Conclusion: Inferior obliquus vers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improving
distant and near three-dimensional vision.
【Keywords】 Inferior obliquus version; Vertical heterotropia;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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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麻痹性斜视指先天发育异常，出生时或出生早期的

术前常规检查裸眼和矫正视力，一眼裸眼视力<1.0 或合并

眼位偏斜，先天性上斜肌麻痹占先天性麻痹性斜视的首位，也

水平性斜视者行睫状肌麻痹后验光。常规检查代偿头位和眼外

是垂直性斜视最常见的病因。双上转肌或双下转肌麻痹较为少

肌功能，结合 Parks 三步法诊断上斜肌麻痹。术前及术后 1 周

见。传统治疗先天性上斜肌麻痹原在位垂直性斜视的手术原则

采用三棱镜加交替遮盖法测量 33cm 注视的原在位垂直斜视度

是先行患者眼下斜肌减弱术，矫正不足者再行同侧眼上直肌后

及 33cm 和 6cm 注视的水平斜视度。术前垂直斜视度 15△～40

徙或对侧眼下直肌后徙术。在代偿头位的位置，视力达到最好，

△，平均 21.0△；我们根据原在位垂直性斜视的程度将全部病

常合并有水平斜视存在，对立体视功能也造成危害。本文主要

例分为轻度（15△～19△）
、中度（20△～24△）
、重度（≥25

总结单侧先天性麻痹性斜视原在位垂直性斜视 27 例患者，手

△）三组，其中轻度 18 例。中度 6 例，重度 3 例，见表 1。

术矫正同时进行术前、术后立体视锐度变化的测定观察。

1.2.2 立体视测定方法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采用同视机图片与立体视图片，为远、近距离立体视测定。
于术前和术后，行正前方与代偿头位方向的立体视定性、定量
检查。按 800"、600"、400"、200"、100"及 60"详细检测立体

选择 2006 年 1 月～2012 年 5 月在我院诊断为单侧先天性

视锐度，并采用 400"～800"为周边立体视，80"～200"为黄斑

麻痹性斜视原在位垂直性斜视（≥15△）并在眼科门诊或住院

立体视，60"为中心凹立体视的分级标准分级。检测时间：术

手术治疗者 27 例，其中男性 16 例，女性 11 例；年龄 5～12

后 21d 开始，6 周为近期，1～3 年为远期。

岁，平均 8.5 岁。双眼裸眼视力≥0.3，双眼校正视力≥0.5，均

1.2.3 手术方法

有不同程度的屈光不正与弱视。正前方均为周边立体视，其中

14 例全麻，13 例在局麻下手术。于颞下方近穹隆部球结膜

立体视锐度 600〞4 例，800〞9 例；无立体视者 14 例方向：代

做切口，分离暴露出下斜肌，用特制的小钝斜视钩钩出下斜肌

偿头位有立体视者 17 例，400〞2 例，600〞4 例，800〞11 例，

肉，分离周围筋膜组织，用 6-0 可吸收线在肌止端后 3mm 处做

无立体视者 10 例。合并外斜视 13 例，合并内斜视 5 例。

肌肉双套环缝线，剪断下斜肌，用斜视钩勾起下直肌，暴露附

1.2 方法

着点，将下斜肌缝线固定相应附着点处。根据原在位垂直性斜

1.2.1 检查方法

视的程度，分别将下斜肌断端缝合于下直肌附着点处止端（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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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下斜肌缝于下直肌附着点处止端（中、重度）联合对侧眼

动障碍。裸眼视力：27 例均提高 2～5 行，最低视力 0.5，最高

下直肌减弱术。合并水平性斜视者同时行水平直肌手术。

视力 1.0。提高到 0.5 者 5 例，0.6 者 4 例，0.7 者 7 例，0.8 者

2

结

7 例，1.0 者 4 例。

果

经近期（术后 21d～6 周）与远期（1～3 年）临床观察，

27 例代偿头位术后明显改善或消失。术后早期部分患眼内

患者的立体视锐度远期较近期有不同程度提高。

上转及上转时有疼痛感，术后 4～5d 消失，无 1 例发生眼球运
表 1 下斜肌前移位术的原在位矫正量
斜视度分组

n

术前斜视度

术后斜视度

矫正量

轻度（15△～19△）

18

17.7

4.3

13.

中度（20△～24△）

6

23.3

5.7

17.6

重度（≥25△）

3

28.6

9.3

19.3

合计

27

21.0

5.4

15.6

表 2 先天性麻痹性斜视患者手术前后远立体视的比较（同视机图）
类型

立体视锐度

术前（n）

术后（n）

中心凹立体视

60"

0

1

黄斑立体视

100"

0

1

200"

0

2

400"

0

5

600"

4

6

800"

9

5

>800"

14

7

周边立体视

无立体视

表 3 先天性麻痹性斜视术前后近立体视的比较（立体图本）
类型

立体视锐度

术前（n）

术后（n）

中心凹立体视

40"

0

0

黄斑立体视

60"

0

0

100"

0

0

200"

0

4

400"

2

8

800"

11

7

>800"

14

8

周边立体视

无立体视

3

讨

论

先天性麻痹性斜视指先天发育异常，出生时或出生早期的
眼位偏斜，先天性上斜肌麻痹占先天性麻痹性斜视的首位，也
是垂直性斜视最常见的病因。双上转肌或双下转肌麻痹较为少
见。先天性上斜肌麻痹主要病因为先天发育异常、产伤及婴儿
时期疾病。主要症状是垂直斜视和代偿头位。如不及时手术矫
正眼位，将会影响患儿双眼单视功能的正常发育，并可引起面
部、颈部及脊柱的畸形。先天性上斜肌麻痹主要表现为其拮抗
下斜肌功能亢进，先天性单侧上斜肌麻痹常引起患者原在位垂
直性斜视。据卢玮统计，先天性单侧上斜肌麻痹原在位垂直性

斜视度≤15△者占 40.7%；>15△者占 59.3%。先天性上斜肌麻
痹的治疗主要是减弱亢进的下斜肌，多年来其手术方式不断改
进，从开始的下斜肌切断术到后来的下斜肌部分切除术和下斜
肌后徙术。儿童和青少年患病，由于视觉表现模糊，具有视觉
剥夺因素，多影响视觉的发育，造成不同程度单/双眼弱视。一
旦视觉的发育受损害，则影响立体视功能的建立。立体视觉是
建立在双眼同时视和融合功能基础上的一种较为独立的高级
视功能。立体视觉的发育，于出生后 3～5 个月开始，高峰在 1～
3 岁之间，5 岁达成人水平，持续至 6～9 岁左右，10 岁以后也
存在提高的趋势。在此发育期间，来自知觉方面、运动方面或
（下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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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天灸治疗儿童鼻鼽效果观察及护理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nfantile allergic rhinitis with
daily auto-moxibustion and TCM nursing
王琼波 余丽华 李华丽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山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5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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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日常天灸用于治疗儿童鼻鼽的疗效，探讨中医护理措施。方法：对 126 例确诊为鼻鼽儿童患者在日常
进行特定穴位贴敷天灸药膏，配合中医护理手段，观察症状改善。结论：日常天灸用于治疗儿童鼻鼽，能明显改善鼻部不适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鼻鼽；日常天灸；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aily auto-moxibustion on infantile allergic rhinitis. Methods: 126 cases
of infantile allergic rhinitis were pasted with auto-moxibustion sticking plaster daily combined with TCM nursing care. Conclusion: Daily
auto-moxibustion was effective on improving nasal symptoms and life qualities of infantile allergic rhinitis patients.
【Keywords】 Allergic rhinitis; Daily auto-moxibustion;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61
鼻鼽相当于变应性鼻炎，主要以鼻痒、鼻塞、打喷嚏、流
[1]

清涕症状为主 。近年来，随着生活环境改变，患病人数不断
增加，特别是儿童患者增加迅速。我科于 2011 年 6 月利用本

2

护

理

2.1 中医饮食调
护贴药当天忌吃寒凉生冷之品及发物，如虾、螃蟹、牛肉、

院配置的天灸粉加生姜汁调配成药膏对儿童鼻鼽患者进行穴

鸭、鹅，勿进食肥甘厚腻、生痰助湿之品。日常多吃辛夷花煮

位贴敷，配合中医调护措施，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鸡蛋或辛夷花煮煮猪鼻。

1

①肺气虚寒者多喝芪莲猪肺汤，用黄芪、莲子煲猪肺，红

资料与方法

枣苍耳汤。北芪党参枸杞鸡汤。②脾气虚弱者多喝山药瘦肉汤、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在本院门诊确诊为变应性
鼻炎儿童患者，能坚持进行日常天灸四个疗程患儿作为观察对
象。其中男性患者 60 例，女性患者 66 例，年龄 4～14 岁，中
医辨证肺气虚寒 72 例，脾气虚弱 54 例。
1.2 方法
1.2.1 天灸
药物用延胡索、白芥子、细辛、甘遂、麻黄，按 4∶2∶2∶
2∶2 比例研磨成粉，用生姜汁调配成 1cm×1cm 的小药膏。
1.2.2 取穴
大椎、风门、定喘、足三里、肺俞（肺气虚寒型）或脾俞
（脾气虚弱型）
。
1.2.3 治疗时间
每周贴药 1 次，儿童每次贴药不超过 2h，以感觉局部皮肤
发热、发烫为度，连续贴药 5 次为 1 个疗程。
1.2.4 操作方法
取坐位暴露穴位，清洁皮肤，定位，将制好天灸药膏置于
4cm×4cm 敷贴中间，将药膏对准穴位贴紧皮肤，2h 后轻轻揭

陈皮水鸭汤、实莲子瘦肉汤。
2.2 贴药期间护理
告知患者贴药后勿剧烈运动，局部皮肤出现发热，轻微发
痒，甚至起泡。切勿自行延长贴药时间。若皮肤出现小水泡，
注意保护好创面，避免抓破引起感染，让其自行吸收，必要时
回医院处理。贴药部位 10h 内不宜着冷水，不宜暴晒，不宜用
肥皂等刺激性物擦洗。
2.3 做好心理辅导
儿童患者配合及自制能力差，贴药前做好与家长沟通，让
他们理解配合重要性及治疗目的，多鼓励他们，勿恐惧。贴药
期间适当分散注意力，勿到处跑动以免药贴脱落。
2.4 日常配合按摩以疏通经络、宣通鼻窍
教会家长及患者将双手大鱼际肌摩擦至发热，再贴于鼻梁
两侧。自鼻根至迎香穴反复摩擦至局部发热为度。或以两手中
指于鼻梁两边按摩 20 次，睡前按摩涌泉穴等。
2.5 起居方面
保持居室环境卫生，避免或减少接触刺激性气体、粉尘、
花粉等。经常清洁空调、风扇，常晒被子，尽量少玩毛绒玩具，
勿长时间将玩具放置在床上。

下，轻轻清洁局部。
1.3 疗效评定
显效：鼻痒、鼻塞、流涕、打喷嚏症状消失；有效：鼻痒、

3

结

果

表 1 显示，疗效与疗程有直接关系，疗程越长效果越明显。

鼻塞、流涕、打喷嚏症状减轻；无效：鼻痒、鼻塞、流涕、打

表 2 疗效与证型有一定关系，肺气虚寒者疗效优于脾气虚弱者

喷嚏症状无明显改善。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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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疗效与疗程观察
1 个疗程

疗效

2 个疗程

3 个疗程

4 个疗程

显效

2

4

5

7

有效

72

85

90

96

无效

52

37

31

25

有效率（%）

58

70

75

82

表 2 疗效与证型观察

4

证型

n

显效

有效

肺气虚寒

72

5

脾气虚弱

54

2

结

论

鼻鼽主要是由于肺气虚，卫气不固，风寒乘虚而入，犯及
鼻窍所致，而肺气充实有赖于脾气布输，本病与肺脾关系密切[2]。
天灸是以经络腧穴理论为基础，选择温阳散寒、补益肺气药物
精制成药膏，敷贴于穴位上，使药物持续刺激穴位，使局部皮
肤红赤充血，甚至起泡以激发经气、调整气血，以达到温经散

无效

有效率（%）

58

9

87.5

36

16

70.3

目前难治疾病，病程长，反复发作，特别是儿童患者，影响到
学习、发育及智力的发展，而日常天灸对鼻鼽治疗有效率达
80～90%，配合中医特色护理，从心理、生活起居、饮食方面
进行调理，再配合按摩疗法，取得了满意效果。但在夏天易出
汗，目前贴药固定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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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对冠心病患者实施中医情志护理的效果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TCM emotional care
杨 丽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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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对冠心病患者实施中医情志护理的效果，以评价其应用价值。方法：对 72 例冠心病患者分别采取仅
实施基础护理和基础护理结合中医情志护理的护理方法，对护理前后分别进行 SAS 和 SDA 评分。结果：两组冠心病患者护理后
的 SAS 和 SDS 评分较护理前均有显著下降；接受护理后，情志护理组患者 SAS 和 SDS 评分的下降幅度较基础护理组的下降幅度
更大，P<0.05。结论：对冠心病患者实施中医情志护理，可更好的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情绪，对患者的心理康复有积
极的意义。
【关键词】 冠心病；中医情志护理；效果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TCM emotional care o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72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were treated with TCM emotional care and basic nursing or basic nursing care, respectively. SAS and
SDA scores were detect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Significant degressions were detected between SAS and SDS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treated group descended more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ation TCM emotional care can better alleviate patient anxiety, depression and other negative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s.
【Key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CM emotional care; Effect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62
冠心病，对应中医学范畴的胸痹之症，虚责之气血亏虚，
[1]

实责之寒凝、气滞、痰浊或血瘀 。笔者现对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本院心内科收治的 62 例冠心病患者实施中医情志护理
的护理效果进行总结与对比分析，并将效果及体会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1 年 6 月～2012 年 10 月至我院心内科住院治疗的冠心
病患者 72 例。年龄分布 27～76 岁，平均 46.7 岁，病程 7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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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年，平均 6.7 年；其中男患者 41 例，女患者 31 例。将上述

1.3 评定方法

患者随机分为：情志护理组 40 例，采取在常规中医护理基础

对该 72 例冠心病患者，于刚住院未进行护理时和结束住

上结合情志护理的护理方法；基础护理组 32 例，仅采取常规

院治疗阶段完成护理后分别填写一次焦虑自评量表（SAS）和

护理方法。上述两组患者在一般临床资料方面经对照比较，

抑郁自评量表（SDS）[3]，依据各自评项目的评分标准打分，

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最后加和得总分。中国常摸结果为，SAS 标准分界值为 50 分，

[2]

1.2 护理方法

SDS 标准分界值为 53 分。

1.2.1 情志护理组护理方法

1.4 统计学方法

①常规护理：严格遵照医嘱规范用药，观察患者使用药物

使用 SPSS12.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后是否发生明显不良反应，并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饮食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上提倡患者少食多餐，避免因过饱增加心脏负担，并提供低盐、
低脂、粗纤维的科学饮食结构，嘱咐患者严格禁烟禁酒。②情

2

结

果

志护理：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动态掌握患者的心理态度，

①上述两组冠心病患者在接受护理前的 SAS 和 SDS 评分无

适时调整心理干预方式，采取不同形式鼓励患者以放松乐观的

显著差别，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②两组

心态对待治疗，做好心理疏导。

冠心病患者在接受护理后的 SAS 和 SDS 评分较护理前均有显著

1.2.2 基础护理组护理方法

下降，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③接受护理后，情志护理

仅实施中医常规护理，具体护理方法与情志护理组的常规

组患者 SAS 和 SDS 评分的下降幅度较基础护理组的下降幅度更
大，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情况详见下表 1。

护理法相同。
表 1 情志护理组与基础护理组冠心病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对照表
项目

情志护理组

护理前 SAS 得分

52.89±6.13

护理后 SAS 得分

31.06±5.07

△

护理前 SDS 得分

46.32±6.05

护理后 SDS 得分

27.11±4.26

△

基础护理组
51.91±6.58
39.82±5.53

△

45.77±6.24
35.83±4.85

△

P
P>0.05
P<0.05
P>0.05
P<0.05

△

注：相较于护理前， P<0.05。

3

讨

论

冠心病患者因身体重要脏器—心脏的严重不适，身心受相
关病痛的长期折磨，易产生恐惧、焦虑、厌世等不良负面情绪。
因此，在对冠心病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增加情志护理的细节对患
者的恢复和保持健康的心态有积极的意义[5]。
上述研究资料显示，对冠心病患者实施中医情志护理后，

于收获更好的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刘鲲,王立芹,李艳秋.冠心病患者的情志护理与个性化健康教育[J].中国
保健营养(中旬刊),2012(7):403-404
[2]孙治霞,周云洁,黄家芹,等.冠心病住院病人抑郁状态临床调查及其情志护

患者 SAS 和 SDS 评分的下降幅度较仅实施基础护理患者的评

理研究[J].吉林中医药,2011,31(3):217-218

分下降幅度更大，即可更加高效的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

[3]黄家芹.中医情志护理对冠心病伴抑郁患者抑郁评分的影响[J].心理医生

心理情绪，对患者的心理康复有积极的意义，可帮助患者树立

(下半月版),2012(5):83

战胜病魔的信心，以更加客观的态度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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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方面的不良因素，如先天性白内障、先天性眼球震颤、斜

的建立和提高是由于患者自幼歪头视物，将侧向注视代偿头位

视、弱视、屈光不正等，都会影响双眼视功能和立体视觉的建

的立体视相应移到了正前方，原在位则出现较好的立体视觉。

立。患儿出生后由于麻痹性斜视歪头视物使正前方稳定的视觉

使双眼视物变稳定，从而促进立体视的建立。先天性麻痹性斜

刺激减少，立体视觉发育受到破坏。立体视觉有远近之分，二

视一旦确诊后应尽早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前应详细检查，根据

者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故本研究采用同视机图片与立体图

原在位的垂直度正确的设计手术方法，以消除垂直斜视及代偿

本，分别对先天性麻痹性斜视患者术前术后远、近立体视的定

头位，以防引起面部、颈部及脊柱的畸形发育，建立完善的双

性定量测定，详细检测立体视锐度并分级观察。本研究选择的

眼单视功能。

先天性麻痹性斜视属于特殊类型（有正前方和代偿头位，立体
视觉得到了一定的发育）。这可能与患者自幼歪头视物，物像
相对较清晰，视网膜与视中枢能接受到较好的视觉刺激信息有

作者简介：
李丽，山东省枣庄市立医院。

关。无立体视觉先天性麻痹性斜视患者术后可有立体视，立体
视锐度由粗略向较精细逐步提高，从周边体视变为黄斑体视，
以至中心凹完全正常立体视。先天性麻痹性斜视患者立体视觉

编辑：赵玉娟 编号：EC-12120529（修回：2013-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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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营养健康教育对高脂血症患者疗效的影响研究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CM Nutrition Health Education on hyperlipoidemia
郝秀霞 1 王培吉 2 王睿琦 1 白金牛 3
（1.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蒙古 包头，014010；2.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014010；3.包头医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中图分类号：R5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114-02

证型：GD

【摘 要】 目的：提高中医药治疗高脂血症疗效。方法：采用对照研究，高脂血症患者 122 例，随机分为健康教育组和对照
组各 61 例，健康教育组患者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同时进行高脂血症及相关疾病的知识、营养健康对高脂血症治疗的重要性知识宣
教，对照组采用单纯的中医辨证论治。结果：两组患者经过 6 个月的调治后检测血脂，调治前后血脂比较，两组间均数比较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健康教育结合中医药治疗高脂血症比单纯中医药治疗能明显提高疗效。
【关键词】 营养健康教育；中医；高脂血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CM on hyperlipoidemia patients. Methods: A case control study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e study. 12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first group was named health
education group which were educated by TCM Nutrition Health while they were treated by taking TCM medicine. Another group was
named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treated only by taking TCM medicine.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lipid lev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s remarkable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to the therapy of simple taking TCM medicine, the TCM nutrition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CM medicine can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s on hyperlipoidemia patients.
【Keywords】 Nutrition health education; TC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yperlipoidem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6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及生活习惯发生

伴发高血压患者 69 例，伴发高血糖患者 43 例。随机分为健康

了很大的改变，而饮食构成和高脂血症等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

教育组和对照组，每组 61 例，两组在年龄、性别、血脂水平、

的关系。由于缺乏营养知识，把“吃好”和“好吃”等同起来，

病程及合并症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摄入大量的高脂肪、高蛋白及高糖类食物，导致高脂血症的发

有可比性。

病率逐渐上升，由此营养健康教育尤为重要。

1.2 方法

王敬卿等[1]研究表明痰瘀是高脂血症的根本因素，高脂血

健康教育组患者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同时进行高脂血症

症得不到及时的防治将进一步发展为脑梗死，防治高脂血症尤

及相关疾病的知识、营养健康生活对高脂血症治疗的重要性知

为重要。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性地阻断卒中的启动和进展

识宣教，普及祖国医学“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知

过程更为重要，只注意疾病的治疗显然已经不够，“不治已病

识宣传，提出中医药防治措施；对照组采用单纯的中医药辨证

治未病”尤为重要，有了疾病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还需要合理

论治，疗程均为 6 个月。

的饮食营养健康生活才能更好的治疗疾病、防止相关疾病的进

1.2.1 高脂血症知识宣教

一步发生发展，即“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人们

对健康教育组患者进行①高脂血症及其与动脉粥样硬化、

对营养的需求倾向于注意其不足，而忽略其过度与不当。合理

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性以及对人体危害性。②中医“治未病”

的膳食和营养是维持机体代谢、保证机体健康的物质基础。因

重要理论宣教。

此中医营养健康教育的提出，对高脂血症患者是有其重要的理

1.2.2 营养健康教育具体方法

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本研究为选择中医科住院和门诊高脂血症患者 122 人，随
机分为健康教育组和对照组各 61 人，具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中医科就诊的住院和门诊高脂血症患者 122 人，其中男 78

对健康教育组入院或就诊的患者第一天进行单独或集
体营养健康指导，首先介绍常用植物、动物性食品的营养价
值，并发给每位患者相关资料，营养健康指导参照我国高脂
血症的膳食营养防治及饮食管理方案要求 [2]，①碳水化合物
占总能量的 50%～60%。蛋白质占总能量的 10%～20%。胆
固醇小于 300mg/d。总能量达到和保持理想体重。②防治肥
胖：根据患者自身身体状况控制饮食和加强体育锻炼相结

例，女 44 例，年龄最大 72 岁，最小 33 岁，平均（57.24±5.11）

合，使能量摄入与能量消耗维持平衡。③减少钠盐：根据个

岁，病程最长 10 年，最短 1 个月，大多在 2～5 年之间，其中

人生活习惯，逐渐减少，最终达到每日不超过 6 克。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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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脂肪：脂肪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的 20%，胆固醇小于

包括甘油三酯（TG）
、总胆固醇（TC）
、高密度脂蛋白（HDL）、

300mg/d，烹调油不超过 25g/d，严格限制或忌食油煎炸食物。

低密度脂蛋白（LDL）
。采用 SA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⑤限制甜食、糕点、含糖饮料的摄入。⑥增加膳食纤维摄入

料以 x ± s 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

量，全天膳食纤维摄入量不少于 30g。⑦戒酒。⑧多食山楂、

统计学意义。

木耳、香菇、大豆、山药、薏米、茯苓等药食同源的食品及

3

其制品能健脾化痰祛瘀。⑨调节情志。⑩生活规律。⑪适当

果

3.1 营养健康教育组调治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运动。
2

结

调治 6 个月后，血清 TG、TC、LDL 水平明显下降，血清

观察项目

HDL 明显升高，与调治前相比差异有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统计学处理两组患者经过 6 个月的调治后检测血脂，项目

（P<0.01）
，见表 1。

表 1 营养健康教育组调治前后血脂水平（mmol/L，n＝61）
项目

TG

TC

HDL

LDL

调治前

2.95±0.81

5.52±1.15

1.17±0.50

2.91±1.02

调治后

1.29±0.82

3.68±0.79

1.73±0.28

1.41±0.83

P<0.001

P<0.001

P<0.001

P<0.001

节，过逸少劳为外因；由此可见控制饮食对高脂血症及相关疾

3.2 对照组中医药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对照组经过 6 个月治疗后，血清 TG、TC 有所下降，与治
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血清 LDL 水平与治疗
前相比无明显下降，HDL 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升高，指导
前后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TG

指导前

2.79±1.69

指导后

*

2.12±1.48

相关，早期治疗疾病本身的同时需要安未受邪之体，防治疾病
的传变，祖国医学几千年前就已提出预防的重要性，
《难经•七
十七难》
：
“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
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

表 2 对照组治疗前后血脂水平（mmol/L，n＝61）
项 目

病防治的重要性。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六腑之间密切

受肝之邪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

HDL

LDL

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对高脂血症的积极治疗，

5.91±1．29

1.23±0.46

2.88±1.01

有利于预防动脉硬化、脑梗死等相关疾病的进一步发生发展，

*

5.32±1．22

1.20±0.51

2.91±1.08

即为“治未病”思想的临床应用。有了疾病不仅需要药物治疗，

P<0.05

P>0.05

P>0.05

TC

P<0.05

还需要合理的饮食营养健康生活才能更好的治疗疾病、防止相
关疾病的进一步发生。

3.3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脂水平比较

营养健康教育结合中医药辨证论治能明显调治高血脂症，

营养健康教育组经调治后，血清 TG、TC、LDL 水平明显

营养健康教育的积极干预防治及相关知识宣教，大大提高了高

下降，均低于对照组，HDL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

脂血症患者的健康意识，科学合理的膳食营养调控是改善高脂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 3。

血症的有效方法之一，有助于逐步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及相关

表 3 两组治疗后血脂水平比较（ x ± s ）

疾病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进一步提高高脂血症整体健

项目

健康教育组

对照组

TG

1.29±0.82*

2.12±1.48

TC

3.68±0.79*

5.32±1.22

HDL

1.73±0.28*

1.20±0.51

LDL

1.41±0.83*

2.91±1.08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1。

4

讨

论

祖国医学对高脂血症无特定对应的病名，但却散见于“肥

康水平，预防心脑血管等相关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敬卿,叶丽红.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脑梗塞的相关性-周仲瑛老年医
学学术思想探讨[J].中国医药学报,2004,19(11):672-674
[2]葛可佑主编.公共营养师[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359360
[3]中国营养学会主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
163- 170

人、痰浊、胸痹、中风、眩晕”等病的记载中，并有与之相关

[4]钱卫东,庄德成,朱学云,等.高脂血症中医病因病机探讨[J].湖北中医杂志,

的众多论述。
《灵枢•卫气失常论》谓：
“人有肥，有膏，有肉”，

200l,23(11):5

张志聪补注：“中焦之气，蒸津化液，其精微溢于外则皮肉膏
肥，余于内则膏脂丰满。
饮食营养对血脂的影响非常显著，饮食量过多、多坐少动、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81060238，分类代码 H2603。

酗酒、精神紧张等，亦能引起血脂升高[3]。中医学对高脂血症
病因病机的认识外因主要为饮食不节，钱卫东等[4]认为饮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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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药典》根类中草药入药部位英译问题的商榷
Discussion on English-translation problems of drug-parts of Chinese
root-herbals in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I)
闫舒瑶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1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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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7860.2013.05.064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2]（以下简称《药典》）自问世

采用 Tuber。他们指出：
《国家药品标准工作手册》[4] （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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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手册）命名的技术要求一节中规定“根茎（包括块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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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izoma”，而 Rhizoma 只有根茎及根状茎的意思。块茎与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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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状茎不但有明显区别，而且另有专一名词 Tuber。因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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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典》将三棱、天南星、天麻、白附子、半夏、延胡索、泽

榷。

泻等块茎类药材与根茎（Rhizoma）分开并采用 Tuber。并进一

1

“块茎”、“根茎”、“块根”英译的不统一

步指出《日本药局方》[5]对于此类药材如延胡索、半夏也已单
独采用 Tuber。笔者对 2000 年之后《药典》各版本进行了查阅，

《药典》对“块茎”的英译大致有四种：①绝大多数被译

发现所有块茎药材中“块茎”的拉丁文依然根据《手册》的要

为 Tuber。如三棱 Common Burreed Tuber（P1-278 ）、天南星

求被统一为 Rhizoma。如此统一，未尝不可。因为绝大部分药

、半夏 Pinellia Tuber（P1-275）等；
Jackinthepulpit Tuber（P1-250）

学词典中“块茎”与“根茎”的拉丁文都为 Rhizoma。但笔者

② 译 为 Rhizome 。 如 夏 天 无 Decumbent Corydalis Rhizome

认为“块茎”的英文翻译不应既有 Tuber 又有 Rhizome，应选

（P1-258）
、泽泻 Oriental Waterplantian Rhizome（P1-248）
、白附

其一。对此笔者同意王汉章等的观点，倾向于 Tuber。另外，

子 Giant Typhonium Rhizome（P1-279）等；③未译出入药部位。

“块茎”也都
在谢竹藩[6]等编写的《汉英中医药分类辞典》里，

；④汉语拼音。如延
如土贝母 Paniculate Bolbostemma（P1-254）

被全部统一为 Tuber。

胡索（元胡）Yanhusuo（P1-257）；对“根茎”的英译大致有三

至于“根茎”
，笔者查阅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7]：植物

种 ： ① 绝 大 多 数 被 译 为 Rhizome 。 如 狗 脊 Cibot Rhizome

地下茎的一种，
形状像根，
上面有节，
横生于地下。
这与 Rhizome

（P1-255 ）、两头尖 Radde Anemone Rhizome（P1-249 ）、苍术

的英文释义完全重合：A somewhat elongate usually horizontal

Atractylodes Rhizome（P1-251）等；②译为 Root。此情况仅有重

subterranean plant stem that is often thickened by deposits of

楼 Paris Root（P1-273）一味药；③未译出入药部位。如姜黄

reserve food material， produces shoots above and roots below，

Turmeric（P1-260）
、黄连 Golden Thread（P1-256）
、竹节参 Japanese

and is distinguished from a true root in possessing buds， nodes，

Ginseng（P1-272）
、生姜 Fresh Ginger（P1-281）等；而对“块根”

and usually scale-like leaves（http：//tools.enfamily.cn/dict.htm）；

的英译也有三种：①绝大多数被译为 Root。如百部 Stemona

，
另外，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8]审定：根茎又称“根状茎”

、何首乌 Fleeceflower Root（P1-228）
、甘遂 Gansui
Root（P1-239）

多年生植物的根状地下茎。并把其译为 Rhizome。因此笔者认

Root
（P1-219）
干燥块根等；
②被译为 Root Tuber。
如山麦冬 Liriope

为“根茎”应译为 Rhizome。
“块根”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郁金 Turmeric Root Tuber（P1-198）等；③
Root Tuber（P1-220）

里的解释为“根的一种，粗大成块状，适于贮藏养料和越冬”。

被译为 Tuber。如麦冬 Dwarf Lilyturf Tuber（P1-221）
。

因此，“块根”可以简单地理解成“块状根，兼有直根和块茎

纵观上述入药部位的英译，任何一个种类都存在着明显的

的特点”
，笔者认为可译为 Root Tuber。

不统一。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对“块茎”
、
“根茎”、
“块根”
概念的界定与翻译时目的语词汇的选择上。
关于“块茎”与“根茎”在拉丁文的区别问题上，王汉章，
刘红宇[3]在 1998 年曾建议块茎类药材应与根茎类药材分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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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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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证型相关研究进展
The related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TCM syndrome types
王 鑫 侯丽辉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中图分类号：R271.1

文献标识码：A

哈尔滨，15004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117-02

【摘 要】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起始于青春期在育龄期女性中发病率高，病因复杂的生殖内分泌疾病。本文对近年
PCOS 中医证型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为临床中医辨证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证型；综述
【Abstract】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is a heterogeneity disease which is starting at puberty and has higher incidence in
adolescence women. Its cause is not clear. In this paper, related research contents of the TCM syndrome types in PCOS are summarized，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TCM syndrome; Review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65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 Cystic Ovarian Syndrome

PCOS）

腰臀比（WHR）相对突出[6-8]。痰湿阻滞之根本病因仍为脾虚，

是一种生殖功能障碍与糖代谢异常并存的内分泌紊乱综合征。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内养五脏、外濡肌肤，为后天之本。饮食

持续性无排卵、雄激素过多和胰岛素抵抗是其重要特征，是生

不节、思虑过度则脾失健运，水谷精微不能正常输布，在体征

[1]

育期妇女月经紊乱最常见的原因 。在中医可归类于闭经、不

表现为肥胖（BMI 及 WHR 异常）
，在实验室表现为空腹胰岛

孕、月经后期或癥瘕等范畴。胞宫的行经、胎孕的生理功能是

素（FINS）
、HOMA-IRI 及血脂异常，脾虚则水湿内停，或日

由脏腑的滋养实现的。肾主生殖，为元气之根，主藏精气；肝

久化为痰浊；或生化之源不足，冲任血虚。均可导致月经后期、

藏血，主疏泄而司血海；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司中气，收摄控

闭经甚至不孕。

制血液。肾气旺盛、肝气调达、脾气健运，才能使胞宫有正常
的经、孕、产、育的生理功能。因此，PCOS 的发病与肾、肝、

3

中医证型与药物促排卵效果
赵虹等[9] 对不同证型 PCOS 患者行促排卵药克罗米芬治

脾均有密切关系，并夹杂血瘀、痰湿、气滞等为患。相应的临
床上 PCOS 中医证型多以肾虚型、肝郁型、脾虚型为主证，有

疗，
肾阳虚型 PCOS 患者对克罗米芬促排卵反应优于其他证型，

时可有血瘀、痰湿、气滞等兼证。

痰湿型则反应最差。可能提示痰湿证型患者生殖内分泌及代谢

1

程度严重，这与糖脂代谢和 PCOS 中医证型的相关研究结果相

肝郁型及肾虚型与性激素

符。进一步证明了脾阳不振，湿浊停聚，化为痰湿，壅塞胞脉

高雄在肝郁型 PCOS 患者中表现明显[2]。有针对女大学生
PCOS 患者的普查中发现肝经郁火证为主要证型，且睾酮（T）
均值在此证型中最高[3]。同时肝郁证与 PCOS 患者的 PRL 的水

所导致的 PCOS 患者的难治性。
4

中医证型与中医治法
徐莲薇等以补肾促排方为基本方治疗 PCOS，阴虚火旺组、

平密切相关[2-5]。PCOS 患者的 T 及 PRL 升高可能与肝的疏泄
藏血功能失常有关，肝的生理功能对生殖代谢起着重要作用如

肾虚痰湿组及肾虚血瘀组 3 个证型提示补肾活血调周法能够促

肝精受损，使肝失疏泄，精气运化不利，将会影响冲任督胞宫

使 PCOS 患者月经规则及排卵，并缓解临床症状，并对不同证

系统正常调节，导致 T 及 PRL 分泌异常，影响月经调节机制。

型均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和延续作用，亦反证了肾虚血瘀即是

而肾虚患者的 LH/FSH 升高明显 。高 LH 水平在肾阳虚型中

PCOS 排卵障碍的基本病机[10]。刘霞等[11]报道，卓毅教授治疗

表现最突出[5]。肾精亏虚使卵泡发育缺乏精微物质支持而成熟

PCOS 多用补肾祛痰化瘀之法。
李勇生[12]采用温肾化痰祛瘀法，

障碍；肾阳亏虚则不能鼓舞肾阴的滋长，又使气血运行无力而

总有效率 86.67%。中医现多选用补肾为主，化痰祛瘀为辅治疗

瘀滞冲任胞脉，更使排卵缺乏动力，因此肾虚是排卵障碍的根

PCOS 患者，疗效显著。

[2]

本原因。
2

脾虚型与糖脂代谢
多个研究表明：糖脂代谢异常在以脾虚为主证或夹杂痰湿

为患的 PCOS 患者中表现显著于其他证型；
且体重指数
（BMI）、

5

总

结

该疾病的进展从肾虚开始，以痰湿积聚为最难治。肾主生
殖且藏精，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肾气损伤，致肾虚不能化生精
血为天癸，生殖之精匮乏在实验室检查中表现为性激素异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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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值异常为主）
；肝肾同源，肾虚又进一步导致肝气郁结，肝

[6]王兴娟,曾晓聆,刘颖,等.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同中医证型与内分泌代谢的相

郁化火，临床表现多表现为多毛、痤疮及雄激素过高；肾虚肝

关性探索[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31(8):1085-1089

郁使气机失调，脾失健运，则水谷精微不化，痰湿积聚，这就

[7]徐莉,谢波,徐丹,等.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及糖代谢特点研究

导致了 PCOS 患者的肥胖及糖脂代谢异常；肾肝脾等脏腑功能

[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1,27(6):374-375

失调，致痰湿内生，壅阻冲任，气血瘀滞成癥，使卵子排除困

[8]张晓金,归绥琪,钱俏红,等.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医证型分布与糖脂代谢

难，因此促排卵药物对痰湿郁积型患者疗效不显。临床诊治应

的相关性[J].中医杂志,2010,51(12):1117-1120

以中医证型为基准辨证论治，现多以补肾祛痰为主，疗效明显。

[9]赵虹,王幸儿,张婷,等.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证型与药物促排卵效果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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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仙 Chinese
被译为 Root。如麻黄根 Ephedra Root（P1-204）

英译时对入药部位“根”与“根茎”的取舍上— “取其一”、

、甘草 Liquorice Root（P1-207）等；②未
Clematis Root（P1-202）

“取两者”还是“去两者”。笔者认为，除了三七 Sanchi、人

、三七 Sanchi（P1-209）
、
译出入药部位。如大黄 Rhubarb（P1-210）

参 Ginseng 等约定俗成的译文之外，我们应把“根及根茎”译

人参 Ginseng（P1-205）等。而对“根茎及根”的英译大致有四

为 Root or Rhizome，把“根茎及根”译为 Rhizome or Root。如

种：①绝大多数被译为 Rhizome。如虎杖 Giant Knotweed

此这般，既忠实于《药典》的中文文本又有别于“块茎”
（Tuber）
、

、白前 Willowleaf Swallowwort Rhizome（P1-266）
Rhizom（P1-267）

“根茎”
（Rhizome）和“块根”（Root Tuber）的英译。

等；②译为 Rhizome or Root。如羌活 Incised Notopterygium

（注：文中 P1-xxx 为 2005 年《药典》第 xxx 页，P2-xxx 则为

Rhizome or Root （ P1-267 ）； ③ 译 为 Root 。 如 南 板 蓝 根

2000 年《药典》第 xxx 页。
）

Baphicacanthus Root（P1-265 ）；④未译出入药部位。如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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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灸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研究进展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auto-moxibustion on treating digestiv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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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近年来天灸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应用做了简要的概括，显示出天灸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有较好的疗效，
进一步提出了这方面研究尚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天灸；穴位敷贴；消化系统；进展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xibustion in treating diseases of digestive system was summarized.
Auto-moxibustion had good efficacy on treating digestive diseases. Other problems need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Auto-moxibustion; Point application; Digestive system; Develop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66
天灸因其方便，疗效好等优点，目前在临床上应用广泛，

末伏后的两个庚日分别选用初伏和中伏的穴位。总有效率

关于“天灸”疗法的临床研究也越来越丰富。而目前对慢性支

87.95%。王庆波[4]将 110 例辨证属脾胃虚寒型胃脘痛患者随机

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等肺系疾病的研究较多，对消化系

分为治疗组 56 例，对照组 54 例。治疗组用天灸法治疗，药物

统病症却涉及较少。

选用温胃散（延胡索、白芥子、细辛、桂枝等分研面），用生

1

天灸概述
[1]

天灸 又称药物灸、发泡灸、自灸，是将具有刺激性的药

姜汁调和成糊状，临用时取花生大小贴附于中脘、天枢、关元、
足三里、脾俞、胃俞穴。对照组用小建中汤治疗。药物组成：
饴糖（烊化）30～40g，白芍 18g，桂枝 9g，干姜 6g，大枣 10g，

物，涂敷于穴位、患处，敷后皮肤可起泡，使局部充血潮红。

炙甘草 6g，黄芪 15g，白术 10g。2 月后根据临床症状和胃镜

它是祖国医学非火热灸法的一种，与现代医学的穴位敷贴疗法

或钡餐结果评定疗效，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91.2%，对照组为

有相似之处。天灸一词首见于南北朝《荆楚岁时记》，其中载

75.9%，两组比较疗效有显著性差异（P<0.05）。朱秀平[5]将辨

有：“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点头额，名为天灸”。《张氏医通》

证属脾胃虚寒型胃痛患者 80 例分为慢性浅表性胃炎 32 例，慢

中有关于天灸药物的描述“方用白芥子净末一两，延胡索一两，

性萎缩性胃炎 22 例，消化性溃疡 26 例。用白芥子 40%、细辛

甘遂、细辛各半两，共为细末，入麝香半钱，杵匀，姜汁调涂

30%、延胡索 10%、生甘遂 10%、生附子 10%研成粉状，取适

肺俞、膏肓、百劳等穴”。现临床上所选药物多是在此方基础

量生姜汁和蜂蜜将药物调制成糊状，制成 1cm×1cm 药块，贴

上加减而成。

敷足三里、脾俞、肾俞、中脘。结果慢性浅表性胃炎有效率

2

临床应用

96.9%，慢性萎缩性胃炎 90.9%，消化性溃疡 96.2%，总有效率
95.0%，说明穴位贴敷对脾胃虚寒证胃痛有确切疗效，且同一

2.1 慢性胃痛

证型，三种不同疾病，均有显著临床疗效。

2.1.1 单一天灸治疗

2.1.2 天灸配合口服中药治疗

樊莉等[2]将 115 例慢性胃痛患者辨证分为气滞证，胃热证，

李世云等[6]将脾胃虚寒证胃痛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阴虚证，瘀血证，阳虚证。用白芥子 50%、细辛 30%、甘遂

60 例，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予内服理中汤加味合天灸治疗，

20%共研细末，加生姜汁调和成药饼，于每年三伏天，贴敷足

方用理中汤加味（白术、干姜各 10g，炙甘草 6g，党参、黄芪、

三里、天枢、中脘、上脘穴。每伏贴药一次，连续治疗 3 年，

茯苓各 15g）
，泛吐酸水者，加煅瓦楞、乌贼骨，大便溏泄者，

第 4 年三伏天时观察疗效。结果，气滞组有效率 87.1%，胃热

加炒山药、炒扁豆，疼痛较重者，加玄胡、白芍。同时用祛寒

组有效率 61.1%，阴虚组有效率 77.8%，瘀血组有效率 90.5%，

膏（肉桂、胡椒各 15g，干姜、细辛、玄胡各 10g 研末）贴敷

阳虚组有效率 88.9%，总有效率 81.7%。说明三伏天灸治疗慢

中脘、神阙、足三里穴。对照组内服黄芪建中汤，疗程同治疗

性胃痛效佳、安全、简便，副作用少，对阳虚型、瘀血型、气

组。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1.66%，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0%。

滞型慢性胃痛患者临床疗效相似，且优于胃热型及阴虚型。袁

2.2 慢性胃炎

坚荣等 用白芥子 40%、细辛 40%、甘遂 10%、延胡索 10%，

王石红等[7]将 98 例慢性胃炎（以痞满症状为主症）患者随

各研细末，临用时以老姜汁将药粉末调成糊状，切成大小 1cm

机分为治疗组 59 例，对照组 39 例。治疗组用香附、广木香等

×1cm 的小方块。初伏贴敷关元、中脘、天枢、足三里，中伏

研末，以醋调敷双侧足三里、内关、中脘。同时以半夏莪术消

贴敷下脘、上脘、胃俞、上巨虚，末伏贴敷内关、公孙、脾俞，

痞汤（半夏、莪术、枳实、茯苓、黄芩、当归、川朴、陈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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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莱菔子、大腹皮、槟榔等药物组成）水煎内服。对照组

肺俞、大肠俞、脾俞，肝郁脾虚型加肝俞，脾胃虚弱型加胃俞，

予普瑞博思 5mg 口服。疗程结束后根据症状改善情况评定疗

脾肾阳虚型加肾俞、命门。在穴位敷贴之前，先在相应穴位行

效。结果，治疗组有效率 88.14%，对照组有效率 76.92%。吴

隔姜灸，待患者感觉皮肤发烫后取下姜片。3 次为 1 个疗程，1

[8]

大斌等 将 117 例中医辨证属脾胃虚寒型的幽门螺杆菌相关性

个疗程结束后根据腹泻改善情况评定疗效，结果肝郁脾虚型有

胃炎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59 例给予温胃健脾法中药加

效率为 50%，脾胃虚弱型有效率为 85.7%，脾肾阳虚型有效率

穴位敷贴治疗，用吴茱萸 15g，制附子 10g，干姜 10g，桂枝

为 100%，总有效率为 87.5%，得出三伏灸治疗腹泻型肠易激

15g，延胡索 20g，广木香 10g，丹参 15g，研成细粉，按 50∶

综合征疗效显著，且脾肾阳虚型和脾胃虚弱型疗效优于肝郁脾

1 的比例取鲜姜汁、53°纯粮酒调配药粉，贴敷胃俞、脾俞、

虚型。戴伯华等[14]用醒脾散（丁香 10g，良姜 20g，吴茱萸 10g，

足三里、中脘、神阙。同时予方药（黄芪 20g，川花椒 10g，

元胡 20g，细辛 10g，艾叶 15g，枳实 20g，藿香 30g，升麻 10g，

干姜 10g，桂枝 10g，白芍 15g，炙甘草 10g，厚朴 10g）水煎

五倍子 10g）研为细末，以温水调成糊状，外敷于神阙穴，同

温服，泛吐清水甚者加吴茱萸 8g，半夏 10g，肾阳虚者加巴戟

时用 TDP 照射 30min，2 次/d，10d 为 1 个疗程，疗程结束后

天 10g，制附子 10g（先煎）
。对照组 58 例给予口服奥美拉唑

根据临床症状评定疗效，总有效率 87.10%。

20mg，克拉霉素 500mg，阿莫西林 1000mg，2 次/d。两组均 4

2.4 腹泻

周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根据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和

2.4.1 单一天灸治疗

幽门螺杆菌 14C－尿素呼气试验结果评定疗效。结果治疗组有
[9]

何堂钧等[15]用细辛、丁香、吴茱萸、陈皮各等份研末，以

效率 93.2%，对照组有效率 82.8%。李佃贵等 将 108 例慢性

麻油或其它食用油调成糊状，敷贴天枢、足三里，饮食所伤加

萎缩性胃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58 例，对照组 50 例。治疗组

上脘，感受外邪加大椎，脾虚加中脘、脾俞，肾虚加肾俞，腹

用香附、木香等研末，以醋调敷中脘、足三里、内关，同时予

痛甚加内关。1 次/d，2 周后根据临床症状评定疗效，总有效率

枳苓化浊解毒汤（枳实 12g，茯苓 15g，黄芩 9g，当归 20g，

为 90%。冯碧芳等[16]用白附子、白芥子、细辛、延胡索、甘遂

厚朴 15g，陈皮 15g，半夏 15g，黄连 6g，茵陈 12g，鸡内金

各等份研末，加生姜汁调成膏状，放入适量麝香，于三伏天贴

15g，佩兰 12g，苦参 9g，蒲公英 15g，荔枝核 15g，半枝莲 15g，

敷天枢、关元、中脘，于每伏交替时加用大肠俞、胃俞、脾俞

白花蛇舌草 12g）水煎口服。对照组予多潘立酮片 10mg 口服，

穴，总有效为 97.8%。何悦硕等[17]用肉桂、吴茱萸、延胡索、

3 次/d。疗程结束后根据临床症状缓解情况和胃电图幅值结果

白芥子、肉豆蔻等份研成细末，以姜汁调成糊状，加入少许麝

评定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3.10%，对照组总有效率

香，从三伏天的初伏开始交替敷贴穴位组①和②（①脾俞、肾

62.00%。

俞、中脘、足三里②关元俞、大肠俞、天枢、神阙、关元），

2.3 肠易激综合征

5d 贴/次，10 次为 1 个疗程，总有效率为 93.7%。徐和祥[18]将

2.3.1 单一天灸治疗

135 例腹泻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90 例，对照组 45 例。治疗组

[10]

金国栋

将 78 例患者随机等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

用止泻膏（吴萸、木香、肉桂、干姜研末，加麻油调成微潮湿

组用甘遂 10g，白芥子 20g，炮附子 20g，细辛 10g，研成细末，

状）敷贴神阙和关元穴。对照组予口服思密达。2d 后根据临床

以鲜生姜汁调成稠膏状，加入少许麝香，于三伏天贴敷天枢、

症状评定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8.9%，对照组总有

关元、中脘。对照组予口服黄连素片，2 粒/次，3 次/d。30d

效率为 89.9%。

后根据临床症状评定疗效，治疗组总有效率 87.2%，对照组总

2.4.2 天灸配合口服中药治疗

[11]

用白芥子、肉桂、玄胡、制附子各

郎笑梅[19]将脾胃虚弱型腹泻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68 例，

1 份、甘遂、细辛各 0.5 份共研细末，以鲜姜汁调成稠膏状，

对照组 15 例。治疗组用白芥子、延胡索各 20g，甘遂、细辛各

初伏、末伏贴敷天枢、大肠俞、上巨虚、三阴交，中伏贴敷天

10g 研成细末，于三伏天用生姜汁调敷脾俞、中脘、丹田、足

枢、关元、中脘、足三里，总有效率 90.0%。

三里，同时配合口服参苓白术散（党参、茯苓、白术、甘草、

2.3.2 天灸配合口服中药治疗

炒扁豆、薏苡仁、山药、莲子、砂仁、桔梗）
，2 次/d，从夏季

有效率 61.5%。计雪芳等

[12]

王石红等

将 99 例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治

头伏开始口服，末伏后 1 周停止治疗。对照组单服参苓白术散。

疗组 58 例，对照组 41 例。治疗组用白术、茯苓等份研末，以

治疗结束后根据临床症状和脉象、舌象评定疗效。结果，治疗

醋调敷脾俞、神阙穴，同时配合口服化浊合剂（茯苓 20g，陈

组总有效率为 91.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0.0%。

皮 12g，白术 15g，防风 10g，柴胡 15g，葛根 12g，木香 12g，

2.5 溃疡性结肠炎

蒲公英 15g，泽泻 12g，苦参 9g）
。对照组用固肠止泻丸，8g/

2.5.1 单一天灸治疗

次，3 次/d。两组均治疗 2 个月为 1 个疗程。疗程结束后根据

陈昌飞等[20]将 60 例脾肾阳虚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随机分

临床症状评定疗效，治疗组有效率为 86.21%，对照组有效率为

为两组，治疗组用溃结宁贴膏（炮附子、细辛、丁香、白芥子、

68.29%。

延胡索、赤芍、生姜等药制成）贴敷上巨虚、天枢、足三里、

2.3.3 天灸配合其他疗法

命门、关元。治疗组予口服柳氮磺胺吡啶。结果治疗组总有效

宋福学等[13]将 40 例以腹泻为主要症状的肠易激综合征患

率为 86.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6.6%，且治疗组比对照组血

者辨证分为肝郁脾虚型、脾胃虚弱型、脾肾阳虚型。将白芥子

清 IFN-r 含量下降更大。耿丽梅等[21]将 90 例溃疡性结肠炎缓

30g，延胡索 30g，细辛 15g，甘遂 15g，打成粉末，加入麝香

解期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用附子、细辛、香附、当归、

1.5g，再用姜汁调成膏状，于三伏天贴敷足三里、中脘、天枢、

五倍子、吴茱萸各等份研末，以生姜汁调匀，加入少量斑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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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敷脾俞、肾俞、足三里穴，对照组予口服柳氮磺胺吡啶片。

[6]李世云,李道宽,刘昀.理中汤加味配合穴位贴敷治疗胃痛[J].湖北中医杂志,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 95.12%、
73.47%，

2000,22(4):48

结肠镜下肠黏膜修复程度有效率分别为 90.24%、69.39%，一

[7]王石红,霍永利.半夏莪术消痞汤配合穴位敷贴治疗慢性胃炎痞满证的临

年内总复发率分别为 12.20%、51.02%。

床观察[J].黑龙江中医药,2010,5:7

2.5.2 天灸配合口服中药治疗

[8]吴大斌,韦娟姿.温胃健脾法加穴位敷贴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 59 例[J].

[22]

刘丰等

将 90 例中医辨证属脾虚夹湿热淤结型的溃疡性

河南中医,2012,32(1):66-67

结肠炎患者随机分为 3 组，A 组给予肠炎清胶囊（由大黄、牡

[9]李佃贵,王石红,霍永利.枳苓化浊解毒汤配合穴位敷贴治疗慢性萎缩性胃

丹皮、黄连、薏苡仁、白花蛇舌草、木香、乌药、黄芪等组成）

炎 58 例[J].中医杂志,2011,52(11):962-963

治疗，B 组在服用肠炎清胶囊的同时用天灸膏（生白芥子、细

[10]金国栋.天灸疗法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疗效观察[J].浙江中医药大

辛、延胡索、甘遂组成）敷贴大肠俞、脾俞、肾俞，C 组予口

学学报,2009,33(3):415-416

服固肠止泻丸（由干姜、乌梅、黄连、木香、延胡索、罂粟壳

[11]计雪芳,黄小华.三伏天中药膏穴位敷贴治疗肠易激综合征[J].基层医学

等组成）
。A、B、C3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73.33%、86.67%、53.33%，

论坛,2011,34(15):1151-1152

肠镜疗效总有效率分别为 67.67%、80.00%、46.67%。

[12]王石红,魏晓娜.化浊合剂配合穴位敷贴治疗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临床观

2.6 其他消化系统疾病

察[J].湖北中医杂志,2010,32(5):52

2.6.1 慢性结肠炎

[13]宋福学,张荣华.三伏灸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40 例[J].中国针灸,2011,

[23]

施孝文

于每年的 7～9 月用白芥散（由白芥子、甘遂、

31(2):153-154

细辛、延胡索组成）敷贴气海、关元、天枢穴。同时配合温针

[14]戴伯华,左龙梅.中药醒脾散敷贴治疗肠易激综合征 31 例[J].中医外治杂

中脘、足三里穴，常规针刺内关、公孙、上巨虚、肾俞、大肠

志,2007,16(4):37

俞，治疗慢性结肠炎 30 例，总有效率为 93.3%。

[15]何堂钧,赵伍.加味丁桂散穴位敷贴治疗泄泻 50 例[J].中国民间疗法,

2.6.2 胃下垂

2001,9(8):22-23

[24]

李悦

将 96 例胃下垂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50 例予

[16]冯碧芳,李月梅.天灸敷药治疗慢性腹泻 44 例[J].新中医,2006,38(5):61

举陷理气汤配合天灸疗法治疗，用举陷理气汤（党参 30g，黄

[17]何悦硕,吴耘生.天灸治疗慢性顽固性腹泻 48 例[J].ShanghaiJAcu-mox.

芪 30g，炒白术 30g，炙甘草 6g，柴胡 10g，升麻 10g，当归

2009,28(6):352

10g，佛手 10g，乌药 10g，木香 10g，砂仁 6g，鸡内金 10g）

[18]徐和祥.止泻膏穴位敷贴治疗小儿腹泻病 90 例临床观察[J].时珍国医国药,

水煎内服，同时配合天灸疗法，将天灸散（细辛、白芥子、甘

2004,15(6):348

遂、麝香、丁香等）研成细末，用老姜汁调成 1cm×1cm×1cm

[19]郎笑梅.夏季穴位敷贴配合参苓白术散治疗慢性腹泻 68 例[J].江西中医药,

的药饼。初伏贴敷气海、足三里、脾俞，中伏贴敷中脘、肾俞、

2008,39(311):36-37

关元，末伏贴敷命门、胃俞、章门。对照组 46 例予口服补中

[20]陈昌飞,朱莹.溃结宁膏穴位敷贴治疗脾肾阳虚型溃疡性结肠炎 30 例临

益气丸。疗程结束后根据 X 线钡餐造影结果评定疗效，结果治

床观察[J].中医药导报,2012,18(3):19-21

疗组总有效率为 94%，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6%。

[21]耿丽梅,马晓莉,刘红燕.天灸疗法对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的疗效观察[J].

综上，天灸在治疗慢性胃痛、胃炎、腹泻、肠易激综合征

医学研究与教育,2011,28(2):53-56

等疾病方面有较好的疗效，应该加以临床推广。而目前对于天

[22]刘丰,张北平,罗云坚.肠炎清配合穴位敷贴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30 例疗效

灸在消化系统疾病方面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①临床研究病

观察[J].新中医,2005,37(10):22-23

例数量较少；②中医辨证分型和临床疗效评价缺乏统一标准；

[23]施孝文.温针合穴位敷贴治疗慢性结肠炎[J].中国针灸,2002,22(7):447

③研究多局限于临床观察，缺乏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④尚无

[24]李悦.举陷理气汤配合天灸疗法治疗胃下垂疗效观察[J].现代中西医结

三伏天灸和非三伏天灸的对比研究；⑤缺乏相关机理的研究。

合杂志,2010,19(3):309-310

今后的临床研究应在以上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使天灸疗法更
好的发挥疗效，为人类的健康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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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的药理作用及现代研究进展
Pharmacological effect and modern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Ginseng
尹丽丽
（山东省东平县中医院，山东
中图分类号：R282

东平，2715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5-0122-01

【摘 要】 人参主产地为我国东北地区，是现阶段我国最为珍贵的药材之一，有着极为显著的临床研究与药用价值。本文以
人参为研究对象，首先针对人参的基本药理作用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人参的现代研究进展，旨在于论证人参作
为珍贵药材，所发挥的显著临床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 人参；药理作用；进展；临床；分析
【Abstract】 Ginseng is the most precious medicinal materials of our country in the present stage. And its main origin is the northeast
region of China. It has a very significant clin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value. Ginseng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ts basic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re briefly analyzed. Besides, its modern research progression is analyzed.
【Keywords】 Ginseng; Pharmacological effect; Progress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5.067
人参有着极为突出的药用价值，这一价值在我国古代《神

2

农本草经》当中就已有研究及详细记载。现代临床主要利用人
参之根、根茎的用药部位以达到大补元气、生津益气、补血安
神的目的。本文试对其作详细分析与说明。
1

人参的药理作用分析
人参当中所含有的总皂甙能够在临床应用中起到预防并

防止心肌梗塞病症的意义，同时还可以避免因心肌梗塞病症而

人参的现代研究进展分析
人参皂苷作为人参中作为主要的药用成分之一，已成为现

阶段整个医学研究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目前，有
关人参皂苷药物的研究领域的重点集中于对人体代谢调控方
面。然而，有关人参在人体肠道代谢调控以及药剂配方方面的
研究还不够深入，从而应当在此过程当中进一步强化对其的研
究。与此同时，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证实：人参在临床应用过
程当中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及不良反应，长时间的服用人参可

可能出现的临床休克症状。与此同时，临床研究结果同样显示：

能使得患者而表现出包括呕吐、昏迷、发热、呼吸不畅、四肢

心肌梗塞病患可以通过服用人参的方式，达到强化心肌细胞收

发痒以及烦躁等并发症状，这一点也有待通过对人参临床应用

缩力性能的重要目的，一方面能够达到强心目的，另一方面还

配方的研究而有效避免，以上问题应当引起相关工作人员的特

能够显著降低患者心率。从药理研究角度上来说，人参中所含

别关注与重视。

有的总皂甙中的 Rb1 皂苷，可使正常状态下的心肌细胞的耗氧
量能够明显得到缓解，从而达到显效目的。

3

结束语

人参当中所含有的多糖类及皂苷类物质均属于具有药理

通过本文以上分析需要认识到：人参作为我国最为珍贵的

作用有效成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能够发挥对肿瘤的有效抑制

药材之一，社会各界对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其有着极为显

功效。在国内外相关临床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人参总皂苷中的

著的药用价值，但在使用过程中不宜滥用，同时关注对人参发

Rg3 皂苷，能够作用于人体内的肿瘤，使肿瘤生长速度得到显

展前景的研究，从而更好地显现人参的临床意义与价值。

著缓解。并且还能够有效提高人体免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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