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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平肝调脂方联合西药治疗高血压合并高血脂的
效果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ypertension plus hyperlipidemia by the recipe of
Pinggan Tiaozhi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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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平肝调脂方联合西药治疗高血压合并高血脂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
126 例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63 例患者给予阿托伐他汀＋笨磺酸氨氯地平治疗，观察组 63 例患者在对照
组基础上给予本院自拟平肝调脂方治疗，3 个月疗程结束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BP、DBP、血脂指标。结果：治疗后两
组患者 SBP、DBP 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两组患者 TC、TG、LDL-C 均较治疗前下降，HDL-C 明显增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
具有显著性，观察组患者降低与增高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结论：自拟平肝调脂方联合西药
治疗有利于临床症状的改善及疗效的巩固，是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患者理想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平肝调脂方；西药；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pinggan Tiaozhi recipe plus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hypertension with
hyperlipidemia. Method: 126 hypertension and high cholesterol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6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torvastatin
and amlodipine besylate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inggan Tiaozhi treatment. After 3 months, comparing SBP, DBP and
the index of cholestero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SBP, DBP of the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the value of TC, TG, LDL-C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while HDL-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the change scope for each index of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Pinggan Tiaozhi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was good for improvement of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curative effect. It was an ideal treatment for
hypertension combined with hyperlipidemia patients.
【Keywords】 Pinggan Tiaozhi recipe; Modern medicine; Hypertension combined with hyperlipidemia;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01
高血压与高血脂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当高血压

酸氧氯地平治疗，其中男 39 例，女 24 例，年龄 45～72 岁，

合并高血脂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必然会成倍增加，而动

平均年龄（61.5±16.5）岁；观察组 63 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

脉粥样硬化又是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可

给予本院自拟平肝调脂方治疗，其中男 38 例，女 25 例，年龄

[1]

直接导致患者致残与致死 。因此，早期进行有效的药物干预，

44～73 岁，平均年龄（62.5±16.5）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

减少或阻止其对靶器官的损害 ，是控制疾病进展的唯一有效

别、血压、血脂水平等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方法。西药降脂疗效肯定，但对于难治性高血压仅给予西药治

1.2 诊断标准

[2]

疗难以收到满意的疗效。我国的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通过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及《血脂异常防治建

不断的实践与经验的总结积累，对于部分临床疑难病症往往有

议》进行诊断。

独到的疗效。本研究选择我院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 63 例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患者给予自拟平肝调脂方联合西药治疗，取
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患者均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且符合上述诊断标准，
同时排除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严重感染、胃肠道疾病患者、
严重的心、脑、肝、肾、肺疾病患者及精神障碍患者。
1.4 治疗方法
1.4.1 对照组治疗方法

我院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 126 例高血压合并高血脂

本组 63 例患者给予 10mg 阿托伐他汀，每晚 1 次，5mg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63 例患者给予阿托伐他汀＋笨磺

苯磺酸氨氯地平，1 次/d，根据患者血压控制情况，未达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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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者的耐受情况增加阿托伐他汀剂量至 15mg。疗程为 3

1.6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3.0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

个月。

组间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1.4.2 观察组治疗方法
本组 63 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本院自拟的平肝调脂

2

方，主方为天麻 12g，赤芍 15g，丹参 30g，生山楂 15g，首乌

结

果

2.1 血压比较

20g，黄芩 12g，杜仲 12g，夜交藤 30g，钩藤 30g，牛膝 30g，

两组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患者治疗前 SBP、DBP 比较差异无

桑寄生 15g，茯苓 15g，益母草 25g，决明子 20g，1 剂/d，于
早晚饭后服用，疗程为 3 个月。

显著性，治疗后较治疗前 SBP、DBP 有明显下降，观察组患者

1.5 观察指标

SBP 降低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
显著性，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见表 1。

3 个月疗程结束后，观察患者治疗前后血压 SBP、DBP 及
血脂指标。
表 1 两组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患者治疗前、后 SBP、DBP 比较（n， x ± s ）
治疗前
组别

治疗后

n
SBP（mmHg）

DBP（mmHg）

SBP（mmHg）

DBP（mmHg）

观察组

63

161.5±21.6

99.1±9.3

127.5±11.3*

87.1±6.8

对照组

63

161.3±20.5

98.7±8.9

138.9±12.8

86.6±7.2

*

注：和对照组比较， 表示 P<0.05。

2.2 血脂指标比较

均较治疗前下降，HDL-C 明显增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显

两组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患者治疗前 TC、TG、HDL-C、
LDL-C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治疗后两组患者 TC、TG、LDL-C

著性，观察组患者降低与增高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指标比较（n， x ± s ）
组别
观察组（n=63）

对照组（n=63）

TC（mmol/L）

TG（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治疗前

5.82±1.24

2.89±1.65

1.45±0.48

3.60±0.91

治疗后

4.11±1.43

*

1.89±0.29

*

1.86±0.40

2.81±0.84

治疗前

5.87±1.40

2.84±1.92

1.40±0.49

3.52±0.88

治疗后

5.09±2.94

2.21±1.49

1.81±0.48

2.87±0.86

*

注：和对照组比较， 表示 P<0.05。

3

讨

论

祖国医学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人体的新陈代谢
需要保持在一种动态平衡条件下，才能确保身体健康，一旦动
态平衡被破坏，疾病也随之而至。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患者因各
种原因导致血脂代谢平衡失调均可致血脂异常 [3] 。阿托伐他
汀＋笨磺酸氨氯是临床治疗高血压合并高血脂的有效药物，
具有很大优势。两种药物联合使用可增加血管壁扩张血管作
用的敏感性[4]，血压及血脂情况改善程度明显高于单一用药，
但对于难治性高血压仅给予西药治疗难以收到满意的疗效。
从中医的角度看高血脂属于“痰湿”
、
“眩晕”
、
“血瘀”范
畴[5]，其机理多与气虚、痰浊、瘀血有关。平肝调脂方的主要
作用是降压、调脂、活血化瘀、平熄肝风。方中钩藤、天麻治
眩晕，黄芩平肝风，同时具有明显的降低血压作用[6]，川牛膝、
益母草活血引血下行，丹参、赤芍活血化瘀；茯苓、夜交藤宁
心安神。山楂、决明子、首乌是调节高血脂的有效药物，对比
两组治疗后效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SBP 降低幅度明显大于对照

提示自拟平肝调脂方联合西药治疗有利于临床症状的改善及
疗效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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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观察组患者血脂指标降低
与增高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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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药结合治疗月经不调的临床效果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irregular menstr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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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药结合治疗月经不调的临床效果。方法：月经不调患者 60 例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治疗组与
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首先都应用西药治疗，主要包括口服黄体酮、克罗米芬等。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加用自拟中药汤辨证治疗。结
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对照组为 86.7%，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两组治疗前月经周期天数对比无明显差异，
治疗后都有明显上升（P<0.05）
，结论：月经不调因其高发病率，己成为妇科常见病，给妇女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伤害，中西药结
合治疗能提高治疗效果，增加月经周期天数，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西药结合治疗；月经不调；月经周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irregular menstruation. Method: 60 irregular
menstruatio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t first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the treatment of
modern medicine such as Progesterone, Clomiphen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dded the herbal decoction in differentia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reatment group was 100.0% , and 86.7% in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he two group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menstrual cycle day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but after treatment which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Conclusion: Irregular menstruation has a high incidence, it was a commo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which
brings a great harm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wome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ed for irregular menstruation improve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increase the days of the menstrual cycle and should be widely applied.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Irregular menstruation; Menstrual cyc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02
现代女性生活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加上日常生活中的不

长 8 年，最短 3 个月，最短（2.18±0.33）年。根据治疗方法

良习惯与行为，导致有月经不调的非常多。月经不调也称月经

的不同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女性的一般资料对

失调，指以妇女月经的周期、经期、经量、经色、经质异常为

比类似（P>0.05）
。

[1-2]

主症，或伴随月经周期，或于经断前后出现明显症状的疾病

。

1.2 治疗方法

月经不调是妇科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被列为妇科病之首，

两组首先都应用西药治疗，主要包括口服黄体酮、克罗米

多发于育龄期女性。在月经不调诸病中，月经先后不定期较为

芬等。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加用自拟中药汤治疗，基本方：当归

常见，且对女性身体健康损害较大。月经不调预示着体内的内

10g，熟地黄 10g，白芍 10g，山药 20g，炒荆芥 6g，茯苓 10g，

分泌紊乱，若对其置之不理，将会增加合并其他疾病的风险，

菟丝子 20g，柴胡 10g。加味：经行乳房胀满者加瓜蒌 15g，香

如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心脏病等。中医又称为“经水先后不

附 10g；带下量多者加鹿角霜 10g，金樱子 10g；腰骶酸痛者加

定期”
、
“月经愆期”
、
“经乱”等，是由肾气、天癸、冲任的充

杜仲 10g；巴戟天 10g；经行量少者加鸡血藤 20g，泽兰 10g；

[3]

盈及子宫的正常盈虚而产生的 。任通冲盛、督带调约、协调

经行小腹胀痛有血块者加益母草 15g，香附 10g，延胡索 20g，

作用于子宫，使子宫血气满盈，应时而下，是月经产生的主要

蒲黄 10g。1 剂/d，水煎分服，于月经周期前 7d 开始服药，连

[4]

机理 。本文具体探讨了中西药结合治疗月经不调的临床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服 7d，在下次月经周期前 3d 连服 3 剂，1 个月经周期为 1 个
疗程。两组都治疗 1 个疗程。
1.3 疗效标准
①痊愈：治疗后月经周期恢复到（28±3）d，临床主要
症状消失，停药后经周期未复发。②显效：治疗后月经周期

选择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月经不调患者

恢复到（28±7）d，临床主要症状消失或减轻，停药后经周

60 例，入选标准：①符合月经不调的西医诊断标准；②符合脾

期未复发。③有效：治疗后月经周期较治疗前改善，临床主

肾不足，气滞血瘀证中医证候辨证标准；③受试者年龄范围为

要症状也较治疗前减轻，停药后经周期有复发。无效：治疗

18～45 岁；④知情同意，志愿受试；⑤无严重并发症；⑥临床

后月经周期、临床主要无改善，停药后经周期有复发。同时

主要表现为月经提前、五心烦热、口干咽燥、大便干结。年龄

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的月经周期天数情况。

最小 14 岁，最大 44 岁，平均年龄（29.22±5.89）岁。病程最

1.4 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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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AS9.0 统计软件分析，两组基本情况资料为一般计

表 1 两组的疗效情况对比 [n（%）]

数和计量数据，对应使用卡方检验、精确概率检验及成组 t 检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验做两组平衡比较。试验结果资料中的非等级计数资料，两组

治疗组

30

25（83.3）

5（16.7）

0（0.0）

60（100.0）

比较采用常规卡方检验或校正卡方检验；月经周期天数情况采

对照组

用（ x ± s ）描述，行成组 t 检验，取显著性水平 α=0.05。

30

20（66.7）

6（20.0）

4（13.3）

Uc，P

2

结

51（86.7）
11.512，<0.05

注：等级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果

2.2 月经周期天数对比

2.1 疗效对比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对照组为 86.7%，两组的近期
疗效经检验，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经过观察，两组治疗前月经周期天数对比无明显差异，治
疗后都有明显上升（P<0.05）
，同时组间比较差异明显（P<0.05）
。
见表 2。

表 2 两组月经周期天数对比（d， x ± s ）

3

讨

组别

例数（n）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比较（t，P）

治疗组

30

18.36±2.12

25.65±2.69

12.265，<0.05

对照组

30

18.62±5.21

22.36±2.67

7.214，<0.05

论

月经是女性的一个必备的生理过程，女性来月经的时间正
常的是一个月来一次。月经来的时间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月经来潮的持续时间一般为 3～7d，出血量在 100ml 之内，以
第 2～3d 为最多。月经血一般呈暗红色，不凝固，除血液外，
还含有子宫内膜碎片、宫颈粘液及阴道上皮细胞。一般女性月
经期无症状，少数人可有下腹或腰骶部下坠感、乳房胀痛、便
秘或腹泻、头痛等不适，一般不影响日常的工作、学习及生活[5]。
本病多发生于生育年龄妇女。患者虽有排卵功能，但黄体功能
不足，即月经周期中有卵泡发育及排卵，但黄体期孕激素分泌
不足或黄体过早衰退，导致子宫内膜分泌反应不良[6]。
月经不调是指以妇女月经的周期、经期、经量、经色、经质
异常为主症，或伴随月经周期，或于经断前后出现明显症状的疾
病。临床常见为月经先期、月经后期、月经先后不定期、月经过
多、月经过少、经期延长等症状，且多发于育龄期女性[7-10]。
中医认为，月经是由肾气、天癸、冲任的充盛及子宫的正
常盈虚而产生的。月经产生的过程是女性生殖生化的过程，月

组间比较（t，P）

2.693，<0.05

肝、肾、肺经，有滋补肝肾，益精润肺之效。菟丝子昧甘苦，
性凉，入肝、肾二经，长于补养肝肾。柴胡善凉血止血，又能
滋阴清热，与女贞子相须为用，以加强补肝益肾，清热凉血之
功。本文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对照组为 86.7%，两组的
近期疗效经检验，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
疗前月经周期天数对比无明显差异，治疗后都有明显上升
（P<0.05）
，同时组间比较差异明显（P<0.05）
。同时预防月经
失调，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另外，还需注意作息规律，不
要熬夜与过度劳累，饮食要营养合理，适当做运动。
总之，月经不调因其高发病率，己成为妇科常见病，给妇
女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伤害，中西药结合治疗能提高治疗效
果，增加月经周期天数，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胡守萍,王娟.定经汤加减治疗肝郁肾虚型月经先后无定期 42 例[J].内蒙
古中医药,2010(11):47-48
[2]赵焕云,庞保珍.定水丹贴脐治疗月经先后无定期 108 例[J].吉林中医药,
2004,24(3):25-27

经生理现象是生殖功能正常的标志，月经周期是女性生殖周

[3]任惠梅,孙英.加味调气汤治疗月经先后不定期 57 例[J].陕西中医,2012,

期。其中，肾、天癸、冲任、胞宫是产生月经的中心环节，各

24(5):402-403

环节之间互相联系，不可分割，调节月经的产生。现代中医称

[4]李春妍.养阴化浊汤治疗痰湿壅盛型月经先后不定期[J].光明中医,2009,

之为“肾-天癸-冲任-胞宫轴”。月经先后不定期辨证应结合月

24(7):1266-1267

经的量、色、质及脉证综合分析。一般以量或多或少，色黯红，

[5]杨专保.调经汤治疗月经先后无定期 36 例疗效观察[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或有血块，少腹胀甚连及胸胁，舌苔正常，脉弦者，属肝郁。

杂志,2005(74):147

经量少，色淡质清，腰部酸痛，舌淡脉细弱者，属肾虚。
在治疗上，本病以血内蕴热，肾阴不足，冲任不固为基本

[6]赵修敬.妇科经验拾零[J].江苏中医,2009,20(2):18-19
[7]安宝珍,刘卉.调治任督之脉治疗月经先后无定期[J].光明中医,2009,24(2):

病机。针对上述病机特点，我们在治法上，根据“谨守病机、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宗旨，讽经即谓阴阳，主

273-274

要使肾中阴阳平和。故以“清热凉血，滋肾养阴，调经止血”
为大法。方中当归皮苦辛，微寒，入心、肝、肾经，具清热凉

[9]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血、活血散瘀之功；熟地黄苦寒坚阴，归肾、膀胱、大肠经，
既能清热泻火，又善退鏖热，入足少阴肾经。能泻肾中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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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火泻阴存。白芍甘淡，性寒，归肺、肝、肾经，既能清肝肾
之虚火，又能凉血止血。山药甘苦，性寒入心、肝、肾经，入
营养血分，二药既能劝黄柏清明分之虚热，助炒荆芥清热凉血
止血，又可养阴生津，使熟去而阴不伤。茯苓味甘，性平，归

[8]杨来昌.逍遥散治疗月经先后不定期[J].云南中医杂志,2008,9(4):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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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荨麻疹应用玉屏风散的疗效观察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Yupingfeng powder in
treating chronic urticaria
谢春林
（湖南省祁阳县中医医院，湖南 祁阳，426100）
中图分类号：R75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05-02

【摘 要】 目的：观察应用玉屏风散治疗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方法：60 例慢性荨麻疹患者均符临床皮肤病学诊断标准，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实验组采用玉屏风散治疗，对照组采用左西替利嗪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
改善情况和复发次数。结果：两组患者复发频次数比较，实验组治疗后复发（3.46±1.29）次，对照组治疗后复发（6.25±1.59）
次，经比较 P<0.05 差距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玉屏风散治
疗慢性荨麻疹疗效显著，且能有效预防荨麻疹的复发，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慢性荨麻疹；玉屏风散；左西替利嗪；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Yupingfeng powder in chronic urticaria. Methods: 60 chronic urticari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Yupingfeng powder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etirizine treatment, comparing the symptoms situation and recurrence rate after.
Results: The recurrenc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3.46±1.29) times. And (6.25±1.59) times in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Yupingfeng powder treating chronic urticaria achieved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icacy; and it can
b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the recurrence of urticaria,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hronic urticaria; Yupingfeng powder; Left cetirizine;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03
荨麻疹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皮肤黏膜过敏性疾病[1]，它是

肤划痕试验阳性。患处剧烈瘙痒，风团反复发作，无固定处，

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皮肤黏膜血管暂时性充血并伴有大量液体

消退后不留痕迹，患者病程均反复 3 个月以上，且正处于病情

渗出，使患者局部皮肤发生水肿性损伤。发作时伴有烧灼感和

活跃期，无明确病因。

剧烈瘙痒，而发作后不留痕迹，通常反复发作，难以治愈[2]。

1.3 排除标准
排除患有肝肾功能异常，并伴有胃部感染者；排除妊娠

我院对收治的 60 例慢性荨麻疹患者使用中药玉屏风散治疗。
取得了理想的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和哺乳期妇女；排除近期内服用过其他治疗荨麻疹的药物
者。
1.4 治疗方法
实验组：使用中药玉屏风散治疗。方药组成：30g 黄芪，

2011 年 4 月～2011 年 10 月我院皮肤科收治的 60 例慢性

15g 当归，20g 乌梅，9g 五味子，10g 白鲜皮，15g 白芍，15g

荨麻疹患者，年龄为 14～69 岁。所有患者均符合慢性荨麻疹

防风，15g 白术，15g 蝉蜕，20g 太子参。水煎取汁分服，每次

诊断标准。60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

服用 150ml，2 次/d，服用 21d；对照组：每天按时口服左西替

实验组中男 18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30.2±14.3）岁，平

利嗪 5mg
（国药准字 H20061289，
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均发病频率为（8.3±1.6）次/月；对照组中男 14 例，女 16 例，

服用 21d。患者治疗期间忌食鱼腥和辛辣食物，注意避风保暖。

平均年龄（33.1±17.2）岁，平均发病频率为（7.6±1.3）次/

患者自己记录风团完全消失时间和复发次数。治疗 21d 后进行

月。两组患者在平均年龄、平均发病频率等比较 P>0.05 差异

随访。每周随访 1 次，持续 1 个月，记录患者治疗后风团完全

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结果具有可比性。

消失时间及复发次数。

1.2 纳入标准

1.5 评定标准

患者就诊时皮肤均有大小不等、边界清楚的典型风团，皮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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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3]。①治愈：风团完全消退，且未见复发者；②好转：风团
未完全消退或消退后复发间隔延长，瘙痒和烧灼感减轻者；③
无效：风团无明显消退，瘙痒和烧灼感无善者。
1.6 统计学处理
建立数据库并处理数据，数据处理采用 SPASS16.0 统计
分析软件。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x2 检验，
a＝0.05，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症状改善时间和复发频率比较
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症状消失时间比较，P<0.05 差距具
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治疗后复发率（3.46±1.29）次，对照
组治疗后复发率（6.25±1.59）次，经比较 P<0.05 差距具有统
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症状改善时间和复发频率比较
组别

n

风团消失时间（h）

复发次数（次）

实验组

30

6.45±1.36

3.46±1.29

对照组

30

3.46±1.21

6.25±1.59

2.2 疗效观察

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

两组患者治疗 1 个月后的总有效率统计比较，实验组总

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n）

3

讨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0

20

6

4

86.7

治疗组

30

13

8

9

70.0

论

荨麻疹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皮肤变态反应性疾病，它是由
于多种原因导致皮肤黏膜血管暂时性充血并伴有大量液体渗
出，使患者局部皮肤发生水肿性损伤，出现大小不等、边界清
楚的风团。发作时伴有烧灼感和剧烈瘙痒，而发作后不留痕迹，
通常反复发作，难以治愈。
中医称荨麻疹为瘾疹。认为其发病原因与患者素体禀赋
不足，加之风、湿、热等侵犯皮肤有关。慢性荨麻疹患者多
体虚平素、营血不和、卫气不固。而致风、湿、热等侵犯肌
肤，发疹瘙痒并伴有灼烧感。使用中药玉屏风散治疗，药方
中黄芪可益气固表，为君药；白术可健脾益气，有益气固表
之功；白芍、当归可补血和营，为臣药；乌梅可敛肺固表，
为佐药；防风可祛风止痒，调和诸药为使药。本方可益气补
血固表，祛风止痒，调节机体免疫力，抑制超敏反应，起到
抗炎、抗过敏的功效[4]。
西医上认为荨麻疹多为 I 型变态反应，机体内过多的 IgE
是 I 型变态反应的重要起因[4]。IgE 通过 Fc 段与嗜碱粒细胞、
酸性粒细胞上的 Fc 受体结合，当再次与同种过敏原接触时，
过敏原与细胞表面的 IgE 相互作用，肥大细胞大量释放组胺等
其他活性物质，导致患者皮肤黏膜血管通透性增强而出现风
团 [5] 。抗组胺药物是治疗荨麻疹的首选药物，左西替利嗪是
一种新型、高效的 H1 受体拮抗剂[6]。它不仅具有良好的抗组
胺作用外，还抑制肥大细胞释放多种炎性介质，有良好的解热、
镇痛、抗炎、抗过敏作用。左西替利嗪对心脏无毒副作用，对

疗。并与 30 例采用左西替利嗪治疗的对照组进行对比。两组
患者复发频率比较，实验组治疗后复发（3.46±1.29）次，对
照组治疗后复发（6.25±1.59）次，经比较 P<0.01 差距具有统
计学意义。实验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玉屏风散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显著，较单独使
用左西替利嗪治疗能有效减少荨麻疹的复发次数，提高治疗效
果，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郑华生,林旸,蔡銮端.玉屏风散加味联合左西替利嗪治疗慢性荨麻疹及对
患者血清 IgE 和 ECP 的影响[J].中国医药指南,2011,9(20):196-197
[2]丁明魁.中西医结合法治疗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观察[J].医学综述,2011,
17(13):2073-2074
[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4]李晟全,汪洋.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观察[J].当代医学,2011,
17(28):153-154
[5]谢亚宁.不同用药方案治疗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比较分析[J].中国医疗
前沿,2012,7(7):66-67
[6]卢晓燕,甘才斌,刘红艳.加减玉屏风散联合盐酸左旋西替利嗪治疗慢性荨
麻疹 74 例[J].吉林医学,2010,31(8):1041-1042
[7]兰海军,唐明.荨麻疹 51 例临床诊治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12,7(3):131132

肝、肾和造血功能也没有显著影响[7]。
我院对收治的 30 例慢性荨麻疹患者使用中药玉屏风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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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补肾益气健脾方治疗视神经萎缩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optic atrophy with Bushen Yiqi Jianpi recipe
王跃进 1 王 斐 2
（1.河南省唐河县中医院，河南 唐河，473400；2.河南省唐河县人民医院，河南 唐河，47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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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药治疗视神经萎缩之临床疗效。方法：将我院入选视神经萎缩患者，随机分为中医治疗组与西医
对照组各 42 例，治疗组给予自拟补肾益气健脾方，对照组给予能量合剂、补充维生素治疗。结果：治疗组在视力改善及视野改善
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中医药可有效治疗视神经萎缩，临床疗效显著。
【关键词】 视神经萎缩；补肾益气健脾；营养合剂；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CM in treating optic atrophy. Methods: 84 patients with optic atrop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mod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42 cases in each group.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by
Bushen Yiqi Jianpi recip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energy mixture, vitamin therapy. Results: Treatment group for eyesight and vision
improvemen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CM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optic atrophy, has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 Optic atrophy; Bushen Yiqi Jianpi; Resource;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04
视神经萎缩是一种视神经退行性病变，主要危害视传导功

央动脉阻塞 2 只眼，原因不明 3 只眼。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发病原因及病程等方面，经统计

能，目前已成为致盲的主要因素之一。临床表现为视力障碍，
视野损害和视盘色淡，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西医治

学处理，未见明显差异性（P>0.05）
，具有可比性。

疗多以营养神经、扩张血管及手术治疗为主，但临床疗效不甚

1.4 临床诊断标准
①视力明显减退。②视野依不同病变部位表现不同，主要

理想，自我拟采用补肾益气之中医疗效治疗本病来，取得较好
之疗效，现汇报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0 年 2 月～2012 年 10 间来我院就诊的视神经萎缩
患者共 84 例，均经 CT 检查均未发现颅内占位性病变和视神经

为中心暗点、向心性缩小和象限性缺损等。③眼底改变：原发
性者视乳头苍白或略带蓝色，边界清晰，巩膜筛板的筛孔可见；
继发性者视乳头呈灰白而带污秽的颜色，边缘多不清晰，巩膜
筛板不可见，视乳头或其附近常有炎症产物残留，视网膜动脉
细小。
治

疗

脱髓鞘病变。并按照就诊之顺序随机分为中医治疗组与西医对

2

照组各 42 例。

2.1 治疗方法

1.2 治疗组

2.1.1 治疗组

患者 42 例（共 55 只眼）
，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22

给予自拟补肾益气方，基本方：枸杞子、炙黄芪各 20g，

例；单眼患病 29 例，双眼 13 例；年龄 15～65 岁，平均年龄

党参、密蒙花、丹参各 15g，白术、山茱萸、苏木、当归、白

39.12 岁；病程 1.5～47 个月，平均 14.3 个月；视力为（3.42

芍、柴胡、石菖蒲各 10g，升麻、炙甘草各 5g。1 剂/d，加水

±0.33）
。按病因分：颅脑眼外伤 6 只眼，视神经乳头炎 8 只眼，

浸泡 0.5h，水煎两次兑后分早晚两次分服。

视神经视网膜炎 5 只眼，球后视神经炎 15 只眼，Leber 病 3 只

2.1.2 对照组

眼，青光眼术后 5 只眼，缺血性视乳头病变 7 只眼，视网膜中

给予常规西医治疗：①能量合剂（三磷酸腺苷 40mg＋辅

央动脉阻塞 3 只眼，原因不明 3 只眼。

酶 A100U＋维生素 B6 0.1g＋维生素 C 2.0g＋5%葡萄糖 500ml）

1.3 对照组

及维脑路通（维脑路通 0.4g＋5%葡萄糖 250ml）
，静脉滴注，1

患者 42 例（共 54 只眼）
，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23
例；单眼患病 30 例，双眼患病 12 例；年龄 16～64 岁不等，

次/d。②维生素 B1 100mg 及维生素 B12 500μg，肌注，1 次/d。
两组患者均以 1 个月为 1 个疗程，以连续治疗 3 个疗程后

平均 38.7 岁；病程 2～45 个月，平均 13.9 个月；视力为（3.58

观察疗效。

±0.28）
；按病因分：颅脑眼外伤 7 只眼，视神经乳头炎 7 只眼，

2.2 观察指标

视神经视网膜炎 5 只眼，球后视神经炎 16 只眼，Leber 病 2 只
眼，青光眼术后 6 只眼，缺血性视乳头病变 6 只眼，视网膜中

以视力（标准对数视力表）、视野平均缺损（Mean Defect，
MD）
、P-VEP 的 P100 潜时为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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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疗效标准

用弧形视野计检查为准。以视野扩大 15°或 15°以上为显

2.3.1 视力疗效标准

效；以视野扩大 5°～14°为有效；以视野无变化或缩小为无效。

以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为准。以视力提高 3 行或 3 行以上
为显效；以视力提高 1～2 行为有效；以视力无提高或减退为

3

结

果

3.1 视力疗效比较（见表 1）

无效。
2.3.2 视野疗效标准
表 1 两组患者视力疗效比较
组别

眼数（只）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55

12

33

10

81.82

对照组

54

6

23

25

53.7

注：中医治疗组临床疗效与西医对照组相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具有临床意义。

3.2 视野

3.2.1 视野 MD 值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视野平均缺损比较（DB， x ± s ）
组别

眼数（只）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55

9.55±3.27

5.63±1.53

对照组

54

9.5±2.67

6.92±1.37

注：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视野 MD 值比较显示，中医治疗组 MD 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西医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2.2 视野疗效比较（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视野疗效比较
组别

眼数（只）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55

10

35

10

81.82

对照组

54

5

25

24

55.56

注：两组患者视野疗效结果比较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1.82%，明显优于对照组 55.56%，
（P<0.05），具有临床意义。

4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视神经萎缩不是一种单独的疾病，它是因
视神经各种病变及其髓鞘或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及其轴突等的
损害，最终导致神经纤维丧失，神经胶质增生的一类病症。病
因复杂，病程缠绵，较难治愈。
本病属中医学“青盲”之范畴，如《审视瑶函》中云：
“青
盲者，瞳神不大不小，无缺无损，仔细视之，瞳神内并无别样，
俨然与好人一般，只是自看不见，方为此症，若少有气色即是
内障，非青盲也”。中医学认为其发生多因目系失于精、气、
血的濡养，神光不得发越所致。中医理论认为肾内应瞳神，主
骨、主藏精、主生髓，所生之精气以养脑，脑与目相联。肾为
先天之本，肾精亏虚无以上承濡目，神光遂失。目为精气之所
聚，从属足厥阴肝经之内，经肝之精气所养，而肝之精髓源于
后天所养，依赖脾胃补充。所以，本病病在肾、肝、脾三脏，
治宜补肾益气、疏肝健脾，先后天双补。
本案自拟补肾益气健脾方中，以枸杞子、黄芪为君药，双
补肾脾，充养先后二天。再运用党参、白术、山茱萸、密蒙花
等以助君药补肾益脾，益气明目，共为臣药。并以丹参、当归、
白芍、苏木、石菖蒲、升麻为其佐药，活血养血，祛陈生新。
以柴胡和炙甘草为使药，配合君臣，共达补肾益气，和肝健脾
之功。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枸杞子、黄芪、党参、白芍、白术均

可有效增强机体免疫力，清除自由基，减轻其对机体组织的破
坏，并延缓组织衰老，提升机体造血功能。除此之外，丹参、
当归还有改善微循环，增加组织灌流量，可有效解除组织细胞
缺血缺氧之状态，有效缓解组织水肿，保护尚存的处于抑制状
态下的神经纤维，使其恢复新陈代谢，并促进轴浆运输。
现代医学认为，视神经萎缩患者并百是视神经细胞已经死
亡，而是其神经细胞受到损伤或处于抑制状态，当神经细胞受
到滋养和刺激时，其生理功能可有效得到改善或恢复正常，本
文自拟补肾益气方中诸药，不仅从中医理论出发，攻补兼施，
标本兼顾，而且从现代医学中也找到了其有效改善视神经之依
据，因而临床疗效显著，值得进一步学习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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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活血降浊方治疗老年代谢综合征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enile metabolism symptoms with
Yiqi Huoxue Jiangzhuo recipe
葛登奎 1 赵 敏 2
（1.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3；2.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3）
中图分类号：R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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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益气活血降浊方对老年代谢综合征（MS）临床疗效。方法：将 72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6 例，予
口服益气活血降浊方颗粒剂治疗；对照组 36 例，予吡格列酮治疗，两组均治疗 12 周。结果：两组 TG、TC、SBP 均下降、HDL-C
上升，治疗组优于对照组；FBG 下降，两组均有显著疗效。结论：益气活血降浊方在降低 FBG 方面与吡格列酮疗效相当，在改
善血脂、降低血压方面优于吡格列酮。
【关键词】 益气活血降浊方；吡格列酮；代谢综合征；老年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iqi Huoxue Jiangzhuo recipe on treating senile metabolism symptoms.
Methods: 7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ioglitazo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orally given Yiqi Huoxue Jiangzhuo recipe. Results: TG, TC, SBP and FBG decreased and HDL-C increased in both groups, and
those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Yiqi Huoxue Jiangzhuo recipe was 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decreasing FBG as Pioglitazone, and had better effect on improving blood fat and decreasing blood pressure.
【Keywords】 Yiqi Huoxue Jiangzhuo recipe; Pioglitazone; Metabolism symptoms; Seni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05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一种以肥胖为

降浊方，方药组成：人参 10g，川芎 15g，僵蚕 15g，淫羊藿

中心，合并有高血压、葡萄糖与脂质代谢异常的综合征，是一

15g，酒大黄 12g，葛根 30g。本试验所需免煎颗粒剂均为江苏

组复杂的代谢紊乱症候群。老年人属于 MS 高发与高危人群，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提供。各药按照剂量混匀，开水冲服，

在 MS 人群中具有更高的心脑血管死亡率及死亡风险[1]。本研

2 次/d，疗程 12 周。
对照组在基础治疗的同时给予口服盐酸吡格列酮分散片

究以老年 MS 患者为对象，旨在评价中药复方益气活血降浊方
对老年 MS 临床疗效。
1

研究对象
选取于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7 月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门诊及病房就诊的 72 例患者，其中男性 35 例，女性 37 例。

（安多健，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30mg，早餐前
0.5h 服用，1 次/d。疗程 12 周。
5

观测指标

5.1 一般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身高、体量、舒张压（SBP）
、收缩压（DBP）
；

两组病人性别、年龄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同时计算体重指数（BMI）
，其中：BMI＝体重/身高 2。
2

入选标准

5.2 生化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空腹血糖（FBG）、总胆固醇（TC）
、甘油三

诊断标准符合 2005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制定的 MS
全球定义 ，且年龄在 60～75 岁。近 2 周内未服用胰岛素增敏

酯（TG）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剂及双胍类药物[3]。若近 2 周内正在服用胰岛素增敏剂或双胍

醇（HDL-C）
。

类药物的患者，须经过 2 周洗脱期后再入组。

5.3 统计学分析

[2]

3

排除标准
年龄<60 岁或>75 岁者；合并严重心、脑、肾、肿瘤等其

他系统疾病者。
4

方

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治疗组 36 例，对

研究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组间比较及治疗前后对照用 t 检验，以 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结

果

治疗组无脱落，对照组脱落 1 例。
6.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体重指数比较（见表 1）

照组 36 例，两组均进行基础治疗。基础治疗：所有受试者均

6.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血脂比较（见表 2）

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变，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者给

6.3 副反应

予相应药物治疗。治疗组在基础治疗的同时给予口服益气活血

治疗组出现 1 例胃脘不适，改饭后服药缓解，轻度腹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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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停药，数天后缓解；对照组出现低血糖 1 例，对症处理

无统计学意义。

后缓解，轻度下肢浮肿 3 例，继续服药后缓解，但两组间差异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体重指数比较（ x ± s ）
治疗组

指标

对照组

治疗前
2

BMI（kg/m ）

治疗后

26.66±1.79

24.73±1.12

治疗前
△

△♤

SBP（mmHg）

144.84±7.25

134.43±8.76

DBP（mmHg）

91.02±4.80

88.47±4.48

△

治疗后

26.74±1.59

25.96±1.16

145.49±6.45

141.34±5.6

90.63±4.47

87.88±4.20

♤

注：两组内治疗前后比较 P<0.05；两组间治疗后比较 P<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血脂比较（ x ± s ）
治疗组
指标

治疗前

FBG（mmol/l）

对照组
治疗后

7.98±0.94

6.82±1.01

TC（mmol/l）

6.31±1.17

5.29±0.83

TG（mmol/l）

2.41±0.29

1.98±0.36

△

△♤
△♤
△♤

HDL-C（mmol/l）

0.92±0.42

1.20±0.44

LDL-C（mmol/l）

4.67±0.54

4.24±0.63

△

治疗前

治疗后

8.04±1.03

6.93±0.95

6.46±1.21

6.08±0.97

2.34±0.42

2.23±0.39

0.94±0.39

1.00±0.42

4.71±0.57

4.38±0.48

△

♤

注：两组内治疗前后比较 P<0.05；两组间治疗后比较 P<0.05。

7

讨

论

代谢综合征作为一个症状的组合，其中的每一种成分都
是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它们的联合作用更强，更增大了
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对危险度，因此有人将代谢综合征称为“死
亡四重奏” [4] （中心性肥胖、高血糖、高甘油三酯血症和高
血压）。MS 治疗的核心应为多重心心脑血管危险因素的干预，
改善胰岛素抵抗，减少及逆转靶器官损害，具体策略为综合
干预和个体化治疗，因此发挥中医学“整体观念”及“辨证
论治”优势，进行中医辨证治疗 MS 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

功可升达清阳，活血通脉，与大黄同用，升降相因，畅达气
机，和利血脉为佐使，全方药物共凑益气活血化瘀，化痰降
浊解毒之功。前期研究 [5] 初步证实益气活血降浊方能够改善
老年代谢综合征患者临床异常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益气活
血降浊方在降低 FBG 方面与吡格列酮疗效相当，在改善血脂，
降低血压方面优于吡格列酮，且副作用少。说明了中药复方
益气活血降浊方治疗老年 MS 疗效显著，与西药对照组对比
有显著性差异（P<0.05）。证实了益气活血降浊方是一个治疗
老年 MS 的有效方剂，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的中药方剂，
但是还需要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验证。

MS 的发生与现代生活方式，不合理的饮食习惯等有关。
中医学认为，MS 的形成与先天禀赋、过食肥甘、疏于劳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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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坤教授运用经方治验举隅
Professor LIU Li-kun’s experience for applying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王旭鹏 刘丽坤
（山西省中医院，山西 太原，030012）
中图分类号：R2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11-03

【摘 要】 刘丽坤教授长期从事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对肿瘤的诊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刘老师注重辨证与辨病结合，结合癌症的不同分期及病理性质，全面分析动态特征，随证灵活加减，临证治疗癌症取得了很好的
疗效，明显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特色与优势。
【关键词】 刘丽坤；经方；临证经验
【Abstract】 Professor LIU Li-kun works on cancer clinical treatment, research and teaching, she has been engaged in treating cancer
in TCM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Accumulating rich experience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umors, LIU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iation and disease, learned different pathological symptom in tumors, analyzed its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made a suitable way to treat cancer , flexible added and subtracted the dose of prescription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ymptom, achieved a
great efficacy o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cancer. Obviously reduced the suffering of patients, improved patients’life quality and prolong the
survival period, which do confirmed the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TCM in treating tumors.
【Keywords】 LIU Li-kun;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Clinical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06
导师刘丽坤，女，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

为主调治，方药如下：制附子 30g，云苓 30g，炒白术 10g，干

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山西省中医院名

姜 10g，炒白芍 10g，川楝子 10g，元胡 30g，罂粟壳 6g，诃子

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肿瘤专科/学科建设单位

30g，当归 10g，肉豆蔻 10g，木香 10g，莪术 30g，山慈菇 15g，

负责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中

天龙 6g，炙甘草 6g，吴茱萸 6g。14 剂，水煎服，1 剂/d，早

医药学会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

晚分服。

才，333 工程优秀人才，山西省卫生系统先进个人。从事临床

2010 年 9 月三诊，症状：脐周局限性肿胀，腹部疼痛，纳

和科研工作 20 余年，对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的研究有较深造

可，便次较前减少，舌红苔薄脉沉细。治疗大法同前，方药如

诣，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其治学严谨，中医遣方用药构

下：制附子 12g，干姜 10g，云苓 30g，炒白术 10g，乌梅 15g，

思巧妙，临床擅用经方治疗肿瘤为基础诸多疑难疾病。笔者有

木香 10g，炒白芍 10g，诃子 30g，芡实 30g，山慈菇 20g，车

幸聆听教诲，受益匪浅，现整理随师学习治疗验案 3 则，介绍

前子 30g，天龙 6g，肉豆蔻 10g，莪术 30g，泽泻 10g，元胡

如下。

6g，甘草 6g。14 剂，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1

真武汤治疗腹泻

2010 年 10 月四诊，复查 B 超示：肝内多处中强回声区，
肝转移，左肝内胆管略宽，左肾盂积水，腹水大量，脾大，腹

患者甲，男，50 岁，首诊：2010 年 9 月 8 日。主诉：胆

腔内肠管固定，腹腔转移。症状：大便次多，完谷不化，呈水

囊癌术后近一年。病史：患者于 2009 年 11 月因腹痛经检查诊

样便，下肢麻木浮肿，腰困，纳可，舌红胖苔薄脉沉细。予真

断为胆囊占位，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为胆囊癌，术后未行特

武汤合五苓散加减，治以温阳行气利水。方药如下：制附子 30g，

殊的检查处理。患者于 2010 年 7 月以来，无明显诱因出现腹

云苓 30g，炒白术 10g，炒白芍 10g，生姜 5 片，车前子 30g，

痛腹泻，日行十余次，腹部胀满，下肢浮肿，住院检查诊断为

泽泻 10g，猪苓 30g，桂枝 10g，山萸肉 30g，熟地 30g，仙灵

肝多发转移，大量腹水，肠管粘连，腹腔转移。对症治疗补充

脾 30g，诃子 30g，芡实 30g，石榴皮 30g，山慈菇 30g，甘草

白蛋白，症状有所好转，但仍大便每日 10 余次，浮肿仍重。

6g。14 剂，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现症：大便清稀，完谷不化，日十数行，不思饮食，全身乏力，

2010 年 10 月五诊，症状：浮肿明显减轻，畏寒肢厥，腹

腹痛，腰痛，下肢浮肿，舌红苔水滑脉沉细。中医诊断：泄泻。

痛，腹泻，大便呈水样，小便少，舌淡胖苔薄脉沉。效不变方，

证型：肾阳虚。治法：温肾助阳。处方：真武汤加减。方药如

上方调整继服，方药如下：制附子 30g，桂枝 30g，炒白术 10g，

下：制附子 15g，云苓 30g，炒白术 10g，炒白芍 10g，生姜 5

猪茯苓各 30g，炒白芍 10g，泽泻 20g，车前子 30g，厚朴 10g，

片，防风 10g，木香 10g，罂粟壳 6g，诃子 30g，当归 10g，山

干姜 10g，五味子 15g，石榴皮 30g，熟地 30g，山萸肉 30g，

慈菇 15g，肉豆蔻 10g，肉桂 6g，补骨脂 20g。7 剂，水煎服，

芡实 30g，山慈菇 20g，仙灵脾 30g，诃子 30g，砂仁 10g，甘

1 剂/d，早晚分服。

草 6g。14 剂，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2010 年 9 月二诊，症见：大便次数减少，日行 3～4 次，

2010 年 11 月六诊，症状：大便次数明显减少，下肢浮肿

腹痛，畏寒，全身乏力，纳食欠香，舌红苔薄脉沉。仍用上方

减轻，左下腹疼痛憋胀，胃脘不适，纳略减，舌胖苔薄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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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上方改厚朴 20g，绿萼梅 10g，以增加行气之力，方药如

《千金翼方》云：“胸满，心下坚，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

下：制附子 30g，桂枝 30g，炒白术 10g，猪茯苓各 30g，炒

。
《杂病源流犀烛•卷二十四》
：
“喉痹，痹
之不出，咽之不下[1]”

白芍 10g，泽泻 20g，车前子 30g，厚朴 20g，干姜 10g，五味

者，闭也，必肿甚，咽喉闭塞。”历代文献根据喉痹发病的缓

子 15g，石榴皮 30g，熟地 30g，山萸肉 30g，芡实 30g，山慈

急、病因病机及咽部色泽形态之不同，记载有“风热喉痹”、
“风

菇 20g，仙灵脾 30g，诃子 30g，砂仁 10g，甘草 6g，绿萼梅

寒喉痹”
、
“阴虚喉痹”
、
“帘珠喉痹”
、
“紫色喉痹”
、
“淡红喉痹”、

10g。14 剂，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白色喉痹”等不同的病名。

按语：脾的阳气与肾中真阳密切相关，命门之火能助脾胃

喉痹的发生，常因气候急剧变化，起居不慎，风邪侵袭，

腐熟水谷，帮助肠胃的消化吸收。若年老体弱，或久病之后，

肺卫失固；或外邪不解，壅盛传里，肺胃郁热；或温热病后，

损伤肾阳，肾阳虚衰，命火不足，则不能温煦脾土，运化失常，

或久病劳伤，脏腑虚损，咽喉失养，或虚火上烁咽部所致。

而引起泄泻。肾阳是身体阳气之根，能温煦生化各脏腑组织器

初诊辨证为肝胆火热炽盛，予龙胆泻肝汤清泻肝胆实火，

官。脾阳根于肾阳，现肾阳虚衰，则脾阳亦不足。脾主运化水

但服药要病人缓解情况不明显，甚有咽痛加重之势，余顿悟此

湿，脾阳虚不能运化，则水液停聚而为诸患水湿溢于肌肤，故

乃虚火也，并非实火，遂用反治法，改投麻黄附子细辛汤和附

见肢体浮肿而沉重；水湿流走肠间，湿盛则濡泄，故见下利，

子泻心汤，用药 14 剂后咽痛消失。

便溏。针对此病人，采用真武汤合真人养脏汤治疗泄泻，温补

患者为阳虚阴盛之体，阴不敛阳，致使虚阳浮越于外，用

脾肾之阳以治本，利水祛湿止泻以治标，标本兼顾，本方中配

苦寒泻火之龙胆泻肝汤易使本已虚之阳更虚，加重阴盛之势，

伍防风意在风能胜湿，增强祛湿之力。

所以病不见好转。改投麻黄细辛附子汤和附子泻心汤助阳于

2

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喉痹
患者乙，女，58 岁，汉族，首诊：2010 年 12 月 27 日。

内，使阴阳平衡，阴平阳谧，故病自去矣。
3

小柴胡汤合青蒿鳖甲汤治疗发热

主诉：咽痛一月余。病史：患者为乳腺癌术后病人，乳腺超声

患者丙，男，49 岁，首诊：2011 年 1 月。主诉：发热，

示：右乳切除术后，左侧乳房未见明显异常，左侧腋下淋巴结

盗汗 67d。X 线提示：骨盆骨质未见明显异常，左肺占位性病

显示，右侧腋下及双锁骨区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腹部超声示：

变。超声提示双颈部淋巴结增大，肝多发血管瘤可能性大。

右肾多发含液性病变（囊中可能），肝、胆、胰、脾、左肾、

通过了解病人的病史及相关资料之后建议：1.住院检查治疗。

门静脉未见明显异常。骨扫描示：全身骨显像未见明显异常。

2.颈部淋巴结活检。现症：近两月出现间断畏寒发热，盗汗，

胸部 X 片：双肺纹理增多，意义结合临床。症见：口干，口苦，

咳嗽不明显，消瘦，口干口苦，纳可，二便调，舌红苔薄脉弦

大便干燥，眼脸浮肿，舌红苔薄，脉弦。中医诊断：喉痹。证

细数。中医诊断：内伤发热。证型：阴虚发热。治法：养阴透

型：肝胆实火上炎证。治法：清泻肝胆实火。处方如下：龙胆

热。处方如下：柴胡 10g，黄芩 10g，半夏 10g，党参 10g，青

草 6g，炒栀子 15g，黄芩 15g，柴胡 10g，车前子 15g，生地

蒿 30g，炙鳖甲 10g，地骨皮 30g，知母 10g，丹皮 20g，肉桂

30g，泽泻 10g，当归 10g，防风 10g，枸骨叶 30g，蝉衣 10g，

3g，浙贝母 15g，僵蚕 30g，石见穿 30g，生牡蛎 10g，绿萼梅

连翘 10g，赤小豆 10g，麻黄 6g，芦根 30g，甘草 6g。14 剂，

15g，甘草 6g。7 剂，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2011 年 1 月二诊，症见：口干口苦，大便干燥，咽痛，眼
脸浮肿，舌红苔薄，脉弦。处方如下：黄连 6g，大黄 6g，制

2011 年 1 月二诊，症见：发热畏寒症状消失，盗汗症状不
明显，纳可，眠可，二便调，舌红苔黄厚脉弦。处方如下：柴
胡 10g，黄芩 10g，半夏 10g，党参 10g，青蒿 30g，炙鳖甲 10g，

附子 16g，桔梗 6g，甘草 10g，麻黄 6g，细辛 3g，防风 10g，

地骨皮 30g，知母 10g，丹皮 20g，肉桂 3g，浙贝母 15g，僵蚕

炒栀子 20g，淡豆豉 10g，北豆根 10g，僵蚕 20g，黄芩 10g。7

30g，石见穿 30g，生牡蛎 10g，绿萼梅 15g，甘草 6g，生薏仁

剂，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30g，山慈菇 20g，天龙 6g。7 剂，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2011 年 1 月三诊，症见：咽痛，晨起口干口苦，中午腹痛，

按语：中医认为肺癌的病机为毒邪袭肺、痰毒凝聚、肝郁

便后痛止，便溏不爽，眼脸浮肿，眠差易醒，醒后难以入睡，

邪乘、正气虚弱。指出：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分清邪正虚

纳差，自觉头目不清利，舌红苔薄，脉弦。处方如下。

实和病因病机，根据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使辨证施治与

麻黄 6g，制附子 6g，细辛 3g，黄连 6g，大黄 3g，白术

辨病治疗、扶正治疗与抗癌治疗密切结合。
《大要》曰：
“谨守

10g，茯苓 10g，白芍 10g，生姜 10g，炒栀子 10g，淡豆豉 10g，

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胜者责之，虚者责之，

枳实 15g，甘草 6g，生姜 5 片，大枣 3 枚擘。7 剂，水煎服，1

必先五盛，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余

剂/d，早晚分服。服药后诸症缓解，咽痛症状消失。

甚得其意，受益匪浅。

按语：喉痹是指以因外邪侵袭，壅遏肺系，邪滞于咽，或

中西医对“热”的概念不能等同，西医发热是以测体温为

脏腑虚损，咽喉失养，或虚火上灼所致的以咽部红肿疼痛，或

标志，而中医是指脉数、舌红、烦躁、口渴、溲赤便结等热证，

干燥、异物感、咽痒不适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咽部疾病。或可

体温高者，在中医看来可称为有寒或者阳虚阴盛；体温低者中

伴有发热、痛、咳嗽等症状。

医仍可称为有热。人体之卫阳，日行于表而夜入于里。阴分本

喉痹一词，最早见于帛书《五十二病方》，之后《内经》
认为喉痹的病因病机阴阳气血郁结，瘀滞痹阻所致。
《素问•阴
阳别论》曰：
“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
”痹者，闭塞不通之意。

有伏热，阳气如阴则助长邪热，两阳相加，阴不制阳，故入夜
身热。
（下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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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桑菊饮治疗支气管炎 24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24 cases of bronchitis by the Sangju decoction
佘佑林
（湖南省邵东县中医医院，湖南 邵东，422800）
中图分类号：R562.2＋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013-02

证型：IDBG

要】 目的：探讨中药组方桑菊饮的加减治疗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以期为临床用药提供数据支持。方法：将我院于

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间收治的 48 例支气管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4 例患者，实验组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给予加减
桑菊饮治疗；对照组则采用急支糖浆进行治疗，治疗 7d 后对比两组疗效。结果：经治疗后，实验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83.3%；对照
组为 66.7%，实验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x2＝4.763，P<0.05）
。结论：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采用加减桑菊饮治疗支气管炎疗
效显著，值得进行临床推广。
【关键词】 桑菊饮；支气管炎；辨证论治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D Sangju decoction in treating bronchitis,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clinical use of drugs. Methods: 48 cases of bronchiti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1 to June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4 cases in each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Sangju deco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CM;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f acute bronchitis syrup, after 7 days treatment, comparing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3.3%, and 66.7%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bronchitis with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SangJu decoction
which i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CM obtained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s.
【Keywords】 Sangju decoction; Bronchiti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07
支气管炎是指气管、支气管粘膜以及周围其他组织的慢

苔薄且发黄，脉象细数浮滑。所有患者其他临床资料无显著性

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上主要表现为长期的咳嗽、咳痰并伴

差异（P>0.05）
。

有喘息及反复发作，部分病人可发展为阻塞性的肺气肿和慢

1.2 方法

性肺原性心脏病等[1]。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支气管炎西医上的

实验组 24 例患者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采用加减桑菊

临床症状符合中医学中咳嗽的范畴，并可根据中医辨证论治

饮治疗，其主要功效为疏风清热，清肺化痰，组方配伍为：桑

的原则对症下药。随着社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很

叶 15g，菊花 6g，杏仁 6g，连翘 10g，薄荷 5g，桔梗 12g，甘

多疾病都在发生着变化，现在支气管炎的发病患者中，按照

草 5g，芦根 12g。不同的病人方药随症加减：对于咳嗽较重者

中医学的诊断标准，大多属于分热咳嗽型[2]。本研究就我院收

加前胡、牛蒡子以及浙贝母以加强其宣肺止咳之功；对于咽痛

治的 48 例按中医诊断为分热型支气管炎患者采用加减桑菊饮

声哑者加射干、马勃以加强其清咽利嗓之功；对于咽喉痒的患

治疗，临床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者加一味蝉蜕用于疏风止痒；对于肺热甚者加黄芩、鱼腥草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1 年 6 月～2102 年 6 月间收治的 48 例支气

清肺解热、对于热伤肺津所致口干咽燥者加南沙人、参、天花
粉加强其清热生津之功；对于鼻出血、痰中带血者加白茅根、
生地、藕节、侧柏叶以发挥凉血止血之功。对于风热暑湿症患
者，临床表现为：咳嗽胸闷、舌红尿赤、苔黄脉濡数，取桑菊

管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实验前均进行中医标准确诊为分热咳

饮加六一散、香薷、藿香、献荷叶等以加强其清热解暑的功效。

嗽。其中实验组为 24 例，男性为 6 例，女性 18 例。平均年龄

对照组 24 例患者采用急支糖浆治疗，口服 3 次/d，20ml/次，1

为（42.8±4.6）岁，有 11 例患者发病 1～2d，2～7d 患者为 13

个疗程 7d。

例，急性支气管炎患者为 19 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为 5 例。

1.3 评价指标

对照组 24 例患者中，男性为 8 例，女性为 16 例，平均年龄为

治疗后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疗效评价：

（41.3±5.7）岁，有 15 例患者发病 1～2d，2～7d 患者为 9 例，

当患者体征基本消失，症候积分减少超过 95%时判定为临床控

急性支气管炎患者为 18 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为 6 例。患者

制；患者体征以及临床症状改善明显，症候积分减少超过 70%

临床表现均为咳嗽气短，咽喉肿痛，咳痰不出且粘稠发黄，咳

时判定为显效；患者体征以及临床症状均有好转，症候积分减

嗽时伴鼻流黄涕、肢楚、恶风、身热等临床表证，同时患者舌

少超过 30%时判定为有效；患者体征以及临床症状改善不明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14-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6

显，甚至加重，症候积分减少不超过 30%时判定为无效。治疗

再对于支气管炎患者的预防方面，患者首先应当注意天气

总有效率为临床控制、显效、有效三者之和与总人数比值。

的变化，注意防寒保暖；再饮食方面，要以清淡为主，忌食辛

1.4 统计学方法

辣，同时要戒烟戒酒；避免吸入刺激性的气体从而造成肺的损

应用 SPSS13.0 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2

x 检验和秩和检验，P<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伤；适当的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的同时，提高机体对于外
邪的防御能力和皮毛肌腠的御寒防御能力；若出现感冒症状应
当及时治疗，不给疾病继续发展的机会[6]。对于外感风寒，咳

果

嗽发热者，应当注意休息；对于风热咳嗽的患者，要忌食辛辣；

经治疗后实验组 24 例患者中有 11 例为临床控制；5 例为

对于感冒且反复咳嗽着要注意防寒保暖，切勿着凉，特别是易

显效；4 例为有效，总有效率为 83.3%；对照组 24 患者中有 7

出汗患者，要及时更换衣物，或用干毛巾擦身，以免再次着凉

例为临床控制；6 例为显效；3 例为有效，总有效率为 66.7%

使病情加重。咳嗽是许多疾病的主要临床症状，且常常与疾病

，见表 1。
（x2=4.763，P<0.05）

的发生发展息息相关。一般说来，外感风寒所致咳嗽常常病在
肺部，常为新病实证，易于治疗，预后也较好；若患者发热不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结果比较（n，%）
组别

n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24

11

5

4

4

83.3

对照组

24

7

6

3

8

66.7

注：实验组和对照组相比，x2=4.763，P<0.05。

3

讨

论

西医学中支气管炎的只要临床症状为咳嗽，同时其也归属
于中医学中所定义的咳嗽范畴。咳嗽在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中医
内科疾病，且发病率极高[3]。通常中医认为咳嗽是由外感内伤
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肺失清肃以及上逆，从而引起咳
嗽，具体表现为痰声并见，难以分开。本研究选取的患者均为
分热咳嗽型，其临床症状为：咳嗽气短、咳声沙哑、肺失清肃、
口干咽痛；并伴有头痛、发热、出汗、恶风；同时舌苔薄而黄，
脉象浮数[4]。临床对于此症的治疗原则为疏风散热、清肺止咳。
桑菊饮方出《温病条辨》
，方药组成为桑叶、菊花、薄荷、
连翘、金银花、芦根、杏仁、甘草此八味药材组成。方中桑叶、
菊花为主药其药性甘凉，能疏散分热，止咳化痰；薄荷辅助桑
叶菊花以祛上焦风热；杏仁有宣肺化痰之功；此三种药同为辅
药；连翘苦寒，能清热透表；芦根甘寒，有清热生津之功，此

退，神衰疲劳，则预示病情较重，不易恢复[7]。本研究按照中
医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对于风热型咳嗽患者采用加减桑菊饮
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且疗效明显优于急支糖浆组，
因此具有良好的临床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利,李劲松,李一心.足量布地奈德与氨溴索联合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
管炎疗效观察[J].中国医学创新,2010,7(3):44-45
[2]顾丽荣,吴林鹏.三种剂型桑菊饮治疗急性支气管炎疗效观察[J].甘肃中医,
2008,21(5):19-20
[3]孙元春.指压厥阴俞穴配合桑菊饮或二陈汤治疗小儿咳嗽 30 例[J].陕西中
医, 2009,30(10):1379-1380
[4]韦春燕.桑菊饮加减治疗妊娠期感冒 26 例[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
5(26):173-174
[5]雷载权.中药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22
[6]周伟,王冬波,徐薇薇,等.加味桑菊饮治疗小儿风热咳嗽的临床观察[J].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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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顾大军.中药桑菊饮加减治疗支气管炎的临床观察[J].中外医学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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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同为佐药；甘草则调和诸药，为使药。诸药配伍共同发挥
疏散风热，宣肺化痰之功，以期表证缓解，咳嗽即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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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阴津不足，阴虚生内热，而于夜间卫阳入里时津液外泄而

菇、天龙以增加散结之效，舌红苔黄厚，故用生薏仁清热利水

成盗汗，舌红苔少，脉象细数皆为阴虚有热之侯。患者有口干

健脾渗湿。再服药七剂后，患者已无明显不适症状。

口苦脉弦之症，正如《伤寒论》所说：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
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即“有是证即用是方”所以不管

参考文献：

什么病，只要见到小柴胡汤证即可投以小柴胡汤[2]。故处方以

[1]孙思邈著.千金翼方[M].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5:62

小柴胡汤和青蒿鳖甲汤为主方，方中鳖甲咸寒，直入阴分，滋

[2]王琦.怎样正确认识少阳病[J].陕西中医,1985,145

阴退热，入络搜邪。青蒿苦辛而寒，其气芳香，清中有透散之
力，清热透络，引邪外出。知母苦寒质润，滋阴降火，丹皮辛
苦性凉，泄血中伏热，地骨皮有退热除蒸之效，诸药合用，共
奏养阴透热之功。柴胡、黄芩、半夏、党参四药合用，以和解
少阳为主，兼补胃气，使邪气得解，枢机得利，胃气调和，则
诸症自除。并以少量肉桂引火归元，用生牡蛎敛汗，绿萼梅行

作者简介：
王旭鹏（1985-），男，汉族；山西省中医院，中医内科肿瘤方向；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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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坤，通讯作者，女，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西省
中医院，中医内科肿瘤方向。

气而不伤阴，浙贝母清热化痰止咳散结，僵蚕化痰散结止痛，
石见穿活血化瘀解毒散结。病人服药七天，主要症状缓解，因
切中病机故有殊效，依据效不更方，故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山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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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颗粒治疗原发性低血压病 12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120 cases of essential hypotension with
Shengya granula
陈运明
（山东省临沭县中医医院，山东 临沭，276700）
中图分类号：R4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15-02

【摘 要】 以气血阴阳俱虚为病因病机，以温肾健脾、养心益肺、补气生血、滋阴回阳为治法而自拟的升压颗粒治疗原发性
低血压病 120 例，并设对照组 40 例。结果治疗组治愈 91 例、显效 15 例、有效 10 例，总有效率 96.7%，与对照组比较有非常显
著性的差异（P<0.001）
。
【关键词】 原发性低血压病；中医药疗法；升压颗粒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hengya granula on treating essential hypotension. Methods: 120 patients
of essential hypotens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treated group and given self-made Shengya granula, other 40 patients essential hypotens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91 cases were cured, 15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10 cases were
effective,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6.7%,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01). Conclusion: Shengya granula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essential hypotension.
【Keywords】 Essential hypotension; TCM therapy; Shengya granul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08
原发性低血压病，是指患者不明原因的持续低血压状态，
多伴有神经官能症。常见于体质瘦弱的人，女性较多，并可能
有家族遗传倾向 [1] 。据有关文献报道一般健康人群发病率为

血压无显著性差异（P>0.05）
。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予升压颗粒，由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中药

2%，其中农村患病率为 4.87%[2]，明显高于城市。由于发病机
制未明，西药疗效差，易反复，副作用大。作者近几年来祖国

颗粒剂混合而成：附子 18g，炙黄芪 20g，红参 10g，麦冬 30g，

医学理论基础上，对该病的病因、病机、辨证、治则、方药进

五味子 6g，肉桂 6g，干姜 9g，当归 10g，熟地 10g，炙甘草

行了初步探讨，并用自拟的升压颗粒治之，结果疗效显著，不

9g，柴胡 12g，升麻 12g。1 剂/d，开水 1 次冲泡，分早、晚两

易反弹，未发现明显的毒副作用，现总结如下。

次口服。对照组予间羟胺（北京双鹭制药有限公司）0.3～2mg/kg

1

临床资料

加入 0.9%氯化钠注射液 500ml 中静脉滴注，1 次/d；麻黄碱（东
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50mg 口服，2 次/d。两组

所选 160 例均为符合 1999 年 WHO／国际高血压联盟颁布

均以 10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结束停药，并于每个疗程结束

的标准：三次不同日测得的收缩压<90mmHg 及/或舒张压

时、1 个月、6 个月和 1 年监测血压。期间禁服能影响血压的

<60mmHg 并排除了直立性低血压、餐后低血压、继发性低血

药物和保健品，饮食宜荤素兼吃，合理搭配，多食富含蛋白质、

压和低血压兼有肝、肾、肺、心、脑和内分泌等其它脏器系统

铁、铜、叶酸和维生素等食物。

疾病者而确诊为原发性低血压病的门诊患者。按 3∶1 分配原
则随机分为升压颗粒组即治疗组 120 例，其中男 29 例，占
24.2%，女 91 例，占 75.8%。年龄 16～29 岁的 28 例，占 23.3%，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评定标准

30～39 岁的 62 例，占 51.7%，40～40 岁 13 例，占 10.8%，50～

治愈：血压升至正常范围，BP≥100/70mmHg，临床症状

60 岁 17 例，占 14.2%。病程 3 个月以内的 42 例，3～6 个月的

消失，随访 1 年未复发者；显效：血压升至正常范围，BP≥

30 例，7～12 个月的 35 例，1 年以上的 13 例。平均血压（85

100/70mmHg，临床症状消失，随访 6 个月未复发者；有效：

±4）/（56±11）血压 mmHg。对照组 40 例，其中男 10 例，

血压升至正常范围，BP≥100/70mmHg，临床症状消失，随访

占 25.0%，
女 30 例，
占 75.0%。
年龄 17～29 岁的 9 例，
占 22.5%，

6 个月内又复发者；无效：血压<100/70mmHg，临床症状无改

30～39 岁的 20 例，占 50.0%，40～40 岁 5 例，占 12.5%，50～

善者。

60 岁 6 例，占 15.0%。病程 3 个月以内的 13 例，3～6 个月的

3.2 结果

10 例，7～12 个月的 12 例，1 年以上的 5 例。平均血压（86

治疗组 120 例中，治愈 91 例，占 75.8%；显效 15 例，占

±3）/（55±10）血压 mmHg。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和平均

12.5%；有效 10 例，占 8.3%；无效 4 例，占 3.3%。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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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对照组 40 例中，治愈 6 例，占 15%；显效 8 例，占

脏虚侯为目。然五行生克，气血同源，阴阳互根。一脏受累，

20.0%；有效 12 例，占 30.0%；无效 14 例，占 35%。总有效

可累计他脏；气虚不能生血，血虚不能生气；气虚者，阳亦

率 65%。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01）
。

渐衰；血虚者，阴亦不足；阳虚日久，累及于阴，阴虚日久，

4

讨

论

累及于阳。因此，单独从气、从血、从阴、从阳去论治，既
不全面，亦有背方剂的配伍原则，尚会出现矫正过旺，虚者

原发性低血压病其发病机制迄今未明，可能与中枢神经细

更损的情况发生，疗效亦无法保证。

胞张力障碍有关，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与抑制过程的平衡
失调，血管舒缩中枢抑制过程加强，血管收缩和舒张动态失衡，
血管舒张占优势，从而导致动脉血压降低。此外，内分泌功能
失调，体内某些调节血管的物质排泄失常，如血管紧张素-肾素
-醛固酮系统、儿茶酚胺类等缩血管的物质分泌减少，而缓激肽、
组胺、5-羟色胺等舒血管物质分泌增多，也可参与低血压的形
成[3-4]。也有学者认为与血管弹性、心脏收缩功能、排血量、血
液粘稠度、全身或局部细小动脉阻力、功能性改变、遗传因素、
年轻时患过某些传染病、慢性扁桃体炎、咽峡炎、营养失调如
维生素 C、B 缺乏，以及气候、地理环境、风俗习惯、职业等
有关。

升压颗粒中附子回阳救逆为君药，黄芪、红参、肉桂、
干姜、甘草益气温中为臣药，当归、熟地、麦冬、五味子补
血滋阴为佐药，柴胡、升麻升阳举陷为使药。附子上助心阳
以通血脉、中温脾阳以散寒、下补肾阳以益火，有补火助阳
之作用，凡心、脾、肾诸脏阳气衰微者均可选用，且其与肉
桂、熟地、当归相伍可补肾助阳；与红参、干姜相伍可温中
助阳散寒；与红参、甘草相伍可治心阳虚衰之心悸气短。黄
芪补气升阳，补脾肺之气，为补气之要药，与附子同用可补
气助阳；与人参同用可增强补气功效；与当归同用可补气生
血；与柴胡、升麻同用可升阳举陷。红参大补元气、补脾益

原发性低血压病患者，由于其自身血管内压力过低，回心

肺、生津止渴、宁心安神，配麦冬、五味子即为补气益阴、

血量减少，射血分数降低，血液循环缓慢，可导致远端毛细血

复脉固脱的生脉散。肉桂、干姜补火助阳、温通经脉。当归

管缺血，从而影响组织细胞氧气和营养的供应及二氧化碳和代

补血活血，熟地滋阴养血，二者相伍可治血虚阴亏。麦冬、

谢产物的排泄，尤其是对缺血敏感的大脑和心脏。因此，机体

五味子养阴滋肾、敛肺生津、宁心除烦。甘草补中益气、调

功能明显下降，工作和生活质量降低，其危害在于经常地头晕、

和药性。柴胡、升麻升阳举陷、引药上行。如此，则肾得温、

乏力影响工作；晕厥、跌倒、骨折等意外伤害和死亡增加；引

脾得健、心得养、肺得润、气得补、血得生、阴得滋、阳得

发情绪压抑、忧郁症等精神障碍；诱发短暂性脑血管发作、心

壮，诸证消失，血压上升。现代药理亦研究证实，上述药物

绞痛、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听力损害，视力障碍；生活质量

具有强心、增加冠脉血流、兴奋大脑皮层、保护和调节肾上

下降等。

腺皮质功能、刺激造血系统而增加血红蛋白、提高耐氧能力、

虽然原发性低血压的危害不容忽视，但西医在治疗上所

抗休克、升血压等作用[5-6]。另外，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利

采用的 α-受体激动剂如去甲肾上腺素、间羟胺等；β-受体激

用地道药材、现代化工艺、未加任何赋形剂而保持了天然成

动剂如多巴胺、多巴酚丁胺等以及其它具有不同程度血管张

分的中药颗粒剂也是保证疗效的关键所在。

力调节功能的药物如麻黄素、双氢麦角胺、氟氢可的松、莨
菪碱类等药物多为暂时性治疗，不能很好的维持已升高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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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温中汤加减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the Jianpi Wenzhong decoction
颜瑞棠
中图分类号：R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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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健脾温中汤加减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根据我院 2010 年 9 月～2012 年 8 月收治的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76 例，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 39 例，采用吗丁啉、阿莫西林口服治疗；治疗组 37 例，在对照组西药治疗的
基础上给予健脾温中汤加减治疗。观察并比较治疗前后的临床疗效以及主要临床症状微分。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1.89%。
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61.54%。两组相比具有显著差异（P<0.01）。治疗组与对照组的主要临床症状微分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采用健脾温中汤加减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疗效好，值得在临床上予以推广。
【关键词】 健脾温中汤；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Jianpi Wenzho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Methods:76
case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0 to February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of 39 patients received domperidone and amoxicillinthe treatment, treatment group of 37 cases was treated with the Jianpi Wenzhong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of modern medicine.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1.89%, and 61.54%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in two groups. So did (P<0.05) in 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Jianpi Wenzho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as great and it should be widely applied.
【Keywords】 Jianpi Wenzhong decoction;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09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以胃粘膜屏障功能衰退、肌层异常增厚同

厚朴 10g，砂仁 8g，干姜 10g，木香 6g，丁香 3g，陈皮 10g，

时伴有肠上皮化生为主要病理特征的一类慢性疾病，也是消化道

丹参 10g。水煮煎服，1 次/d。两组患者均以 30d 为 1 个疗程，

最常见的多发性疾病之一[1]。其诊治一直是研究热点，现代医学

治疗前后均进行胃镜检查并比较结果，治疗期间停服其他药

尚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法。近年来，我院采用健脾温中汤加减治疗

物，同时禁食辛辣等对胃具有刺激性的食物。

慢性萎缩性胃炎，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具体报告如下。

1.3 统计学方法

1

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分析，微分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资料与方法

的形式记录，计数资料比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

1.1 一般资料
根据我院自 2010 年 9 月～2012 年 8 月所收治的慢性萎缩

计学意义。
结

果

性胃炎患者 76 例，随机分成两组。其中治疗组 37 例，男 24

2

例，女 13 例，年龄 27～62 岁，平均年龄（48.63±9.3）岁，

2.1 诊断标准

病程 2～32 年，平均（15.32±11.25）年；对照组 39 例，男 25

根据《中药新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研究指导原

例，女 14 例，年龄 25～64 岁，平均年龄（44.56±12.2）岁，

则》[2]，判定疗效分级。①显效：症状消失，胃镜下黏膜基本

病程 4～34 年，平均（16.88±10.32）年。两组患者在性别、

恢复正常，病理活检可见腺体萎缩、不典型增生及肠上皮化生

年龄、病程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上均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

恢复正常或减轻至 2 度；②有效：症状明显减轻，胃镜下黏膜

1.2 方法

病变范围缩小 1/2 以上，病理活检可见腺体萎缩、不典型增生

对照组患者给予口服吗丁啉（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生

及肠上皮化生减轻至 1 度；③无效：症状无改善，胃镜及病理

产，国药准字 H10910003）10mg/次，3 次/d；阿莫西林（通化

活检无改变。

茂祥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2023467）500mg/次，3

2.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健脾温中汤加减治疗。配
方：炙甘草 6g，茯苓 15g，党参 15g，半夏 10g，炒白术 12g，

治 疗 组 的 总 有 效 率 为 91.89% ， 对 照 组 的 总 有 效 率 为
61.54%，两组相比具有显著差异（P<0.01）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观察（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治疗组

37

24（64.86）

10（27.03）

3（8.11）

34（91.89）

对照组

39

13（33.33）

11（28.21）

15（38.46）

24（61.54）

2.3 两组患者主要临床症状微分分析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主要临床症状积分与同组治疗前相比

无效

总有效率（%）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但是与对照组治疗后的微分相比，
（下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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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联合顺铂腔内注射治疗癌性胸水患者疗效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CM combined with cisplatin articular injection in
treating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张凤英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 商丘，476100）
中图分类号：R3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18-02
【摘 要】 目的：讨论中药联合顺铂胸腔注射化疗治疗癌性胸水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 61 例癌性胸水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治疗组 31 例采用中药联合顺铂腔内注射治疗；对照组 30 例用顺铂腔内注射治疗，比较两组的疗效、症状缓解时间、生存质
量和存活期。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生存质量高于对照组，症状缓解时间、存活期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结论：中药联合顺铂腔内注射治疗癌性胸水，对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缓解症状都有显著效果，值得临床
推广。
【关键词】 中药；顺铂腔内注射；癌性胸水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in TCM combined with cisplatin
articular injection. Methods: 61 cases of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CM combined with cisplatin articular injection therapy;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nly cisplatin articular
injection therapy,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remission time, quality of life and survival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mission time, survived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TCM combined with cisplatin articular inje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Besides, it can prolong survival,
relieve symptoms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TCM; Cisplatin articular injection;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0
癌症晚期患者常会出现许多严重的并发症，由于癌细胞对

为 1 个疗程，根据患者个体差异应用 2～4 个疗程。在治疗期

正常细胞的吞噬和破坏，以及对体内营养的抢夺和吸收，使身
体迅速消瘦，疼痛，恶心，严重者会出现癌性胸水，并且随疾

间，每星期 B 超检查胸水的变化一次，治疗 1 个月时比较疗效。
1.3 疗效标准

病的发展而呈进行性加重[1]。因为胸水形成后难以消除，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生存期也有影响，需要加强治疗。治

显效：患者的胸水消失，疼痛、恶心、烦闷等各种症状消失
或明显缓解，并且 1 个月内无复发；有效：患者胸水减少至原来

疗时一般用顺铂等化疗药物腔内注射，但化疗后，因为毒副作
用大，应用中药可以加强缓解，我院用中药联合顺铂腔内注射，

的一半或以上，疼痛、恶心、烦闷等各种症状改善，并且 1 个月
内无复发；无效：患者经治疗后胸水不见减少或减少量在一半以

效果比较明显，现报告如下。

下，各种胸闷、疼痛症状无改善；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观察要点观察患者症状缓解时间，生活质量改善状况，生存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0 年 5 月～2012 年 5 月间，癌症晚期患者 61 例，
其中男性 36 例，女性 25 例；年龄最大的 74 岁，最小的 43 岁，
平均年龄（61.3±2.3）岁；其中包括肺癌患者 41 例，肝癌患
者 18 例，其它癌症患者 2 例；按照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在 50
分以上者 33 例，在 50 分以下者 28 例；所有患者按病情程度
预计生存期，均在 3 个月以上。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1 例
和对照组 30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癌肿类型、
生活质量评分等无明显差别，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中药联合顺铂腔内注射治疗；对照组用顺铂腔
内注射治疗。顺铂腔内注射方法为，患者侧卧位，在第 3～4
肋间隙选穿刺点[2]，常规消毒，进行胸水引流，引流干净后灌
注给药，
顺铂 60mg 为主药，
配合阿霉素 30mg、
氟尿嘧啶 750mg，
混合均匀后注入胸腔，每 5d 注药 1 次。中药选用葶苈子 20g，
大枣 7 枚，茯苓 12g，猪苓 12g，白花蛇舌草 12g，薏苡仁 12g，
[3]

甘草 6g ，以上各药浓煎，共取汁 200ml，2 次/d 温服，每 10d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患者经治疗后，将结果输入卡方或 SPSS 软件，如果
P<0.05，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治疗 1 个月时，两组患者的疗效对比（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疗效对比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t=31）

19

8

4

87.1

对照组（t=30）

11

6

13

56.7

注：P<0.05，有统计学意义。

2.2 患者的生存期、症状改善时间比较（见表 2）
表 2 患者的生存期、症状改善时间比较 [dmx， x ± s ]
组别

胸水减少

疼痛、胸闷等

其它症状改善

生存期

治疗组（t=31）
对照组（t=30）

16.3±4.6

11.2±4.8

13.2±3.3

18.3±2.6

31.6±5.2

19.5±3.9

20.5±3.1

6.5±1.1

注：P<0.05，有统计学意义。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6 期

-19肿瘤效果。我院配合中药治疗，方中的葶苈子和大枣为君药，
二药联用，加强了利肺平喘功效，并可以保护白细胞和免疫细

2.3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具体差异比较见表 3。

胞，避免因化疗时，杀死癌细胞的同时，被破坏和杀死；并且
茯苓利水渗湿，与猪苓和白花蛇舌草共用，可以杀菌解毒，对

表 3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治疗组（t＝31）
时间

对照组（t＝30）

>50 分

<50 分

>50 分

<50 分

治疗前

17

14

16

14

治疗后

25

6

20

10

控制胸水，防止癌肿转移和胸水复发有奇效。此次临床治疗，
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达到 87.1%，生活质量改善提高，评分在
50 分以上的增至 25 例，各种症状都得到改善，生存期延长至
（18.3±2.6）个月，可以看出，中药联合顺铂腔内注射治疗癌
性胸水，对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缓解症状都有显
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注：P<0.05，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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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参考文献：

癌性胸水是临床癌症晚期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一般，癌症
患者在发现时已是中晚期，在癌肿被发现确诊时一般已经有
1/5 左右的患者有胸水，待病情发展到晚期，已经有 1/2 以上的

[1]张斌杰,乐涵波,陈志军,等.胸腔循环灌注热化疗治疗癌性胸水 72 例[J].中

患者有胸水，而且随着胸水的增多，会使恶心、呕吐、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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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用药从粘连剂到化疗药物，但治疗效果不明显，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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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顺铂是临床常用的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产生作用，抑制
癌肿 DNA 继续复制[4]，使肿瘤细胞发生变性和坏死，使癌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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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得到控制。用腔内灌注的方法用药，加大了病灶部位的
药物浓度，减少了在血液循环和代谢中药物的流失，提高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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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治疗后微分降低的更为显著（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主要临床症状微分比较（均数±标准差）
组别

n

治疗组

37

对照组

39

时间

嗳气

纳差

胀满

脘腹痛

治疗前

1.32±0.45

1.74±0.70

1.85±0.71

1.93±0.43

治疗后

0.43±0.7*#

0.92±0.82*#

0.87±0.91*#

0.98±0.81*#

治疗前

2.21±0.58

1.98±0.75

1.93±0.68

1.97±0.75

治疗后

1.54±0.51*

1.45±0.68*

1.42±0.68*

1.38±0.77*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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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分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采用健脾温中汤加减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疗效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以胃粘膜屏障功能衰退、肌层异常增厚
同时伴有肠上皮化生为主要病理特征的一类消化道疾病。研究

好，值得在临床上予以推广。

显示，在我国，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率约为 13.2%，属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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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2012,29(4):35-36

绪失调均可以引发本病，病程迁延日久，导致脾、胃气虚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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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推动血液流动，引起胃淤血，脉络受损，气血失调，最后导

80-81

致气滞血瘀，血流不畅，以致病情难以治愈[5]。所以慢性萎缩

[4]孙大伟.健脾养胃化瘀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33 例[J].山东中医杂志

性胃炎的治疗应以健脾温中为主，以理气、疏肝、和胃为辅[6]。

2010(3):154-155

健脾温中汤中的茯苓、炙甘草、炒白术、党参可以健脾益气，

[5]陈广荣.自拟温脾和胃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疗效观察[J].中国中医药信

木香、厚朴、砂仁、半夏、陈皮可以和胃理气，丹参可以活血

息杂志,2012,19(9):77-78

化瘀，丁香、干姜可以温中和胃，助脾运化，诸药合用，可以

[6]孙婷婷,唐勇,吕文良.张杰运用胃痞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经验[J].中

达到健脾温中，正切病机的功效。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总

华中医药学刊.2012,30(6):1206-1207

的有效率为 91.89%，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61.54%，两组相比
具有显著差异（P<0.01）；治疗组与对照组的主要临床症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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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清眩汤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 31 例
Treating 31 cases vertigo of VBI with the Yiqi Qingxuan decoction
和秋芬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医院，河南 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R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20-02

【摘 要】 目的：探讨益气清眩汤治疗气虚血瘀型（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VBI）眩晕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2 例该病
病人随机分为两组，两组分别采用中西医药物常规治疗，治疗组用自拟益气清眩汤加减治疗，对照组用西药治疗。两组均治疗 10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 87.1%，优于对照组的 74.2%。两组患者治疗
后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益气清眩汤加减治疗气虚血瘀型眩晕的疗效优于西医常规治疗。
【关键词】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益气清眩汤；气虚血瘀型；眩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Yiqi Qingxuan decoction on treating vertigo of Qixu Xueyu type.
Methods: 6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self-made Yiqi Qingxuan decoc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0d in a course. At the end of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in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7.1%, better than 74.2%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Yiqi Qingxuan decoction had better effect on treating vertigo of
Qixu Xueyu type than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Keywords】 VBI; Yiqi Qingxuan decoction; Qixu Xueyu type; Vertigo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1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眩晕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

对照组。两组临床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眩汤治疗该病取得了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

选择 2009 年 3 月～2012 年 3 月在我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VBI）病人 62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

治疗方法亦多种多样，但疗效不尽满意。笔者运用自拟益气清

比性。

资料与方法

1.2 两组一般资料（见表 1）

1.1 一般资料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n

男

女

年龄

II 型糖尿病

高血压

颈椎病

冠心病

治疗组

31

16

15

45～67

8

10

16

6

对照组

31

17

14

46～70

7

11

17

5

1.3 诊断标准

减：痰盛者加半夏 10g、陈皮 10g，肝火亢盛加龙胆草 15g、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实用神经病学》椎基底动脉供血不

栀子 20g，肾虚加山萸肉 10g、桑寄生 15g。呕吐频作加代

足性眩晕的诊断标准[1]，年龄 45 岁以上，有动脉粥样硬化诱发

赭石 10g、竹茹 6g。常规水煎 500ml，早晚各服 250ml，1

因素，如心脏病、高血压病病史等；急性起病或反复发作的严

剂/d。10d 为 1 个疗程。对照组给予西比灵胶囊（西安杨森

重的眩晕，可伴有恶心、耳鸣、听力下降、眼球震颤、共济失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10mg/次，1 次/晚，口服。嘱患者治疗

调、构音障碍、病侧面部及对侧肢体痛觉减退或消失、头痛、

期间戒烟、戒酒，忌食辛辣、生冷等刺激性食物，尽量保持

猝倒、视觉症状（黑、闪光、视野缺失、复视）、肢体麻木或

心情舒畅。

无力、眩晕与头部转动有密切关系。经颅多普勒超声（TCD）

1.5 疗效评定标准

显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排除急性脑梗死、脑出血、脑肿瘤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

及耳源性眩晕。中医诊断标准参照卫生部《中药新药治疗眩晕

拟定。痊愈：原有各型症状、体征消失、颈及肢体功能恢复

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中有关标准拟订。辨证依据：眩晕时作，

正常，能参加正常劳动和工作。显效：原有各型症状、体征

头痛，神疲乏力，气短自汗，口唇紫暗，健忘，心悸，失眠，

基本消失，颈及肢体功能基本正常，不影响正常劳动和工作。

舌质紫暗，有瘀点或瘀斑，舌底脉络迂曲，脉细涩。

好转：原有各型症状减轻，体征有所改善。无效：症状、体

1.4 治疗方法

征无改善。

治疗组口服益气清眩汤，基础方组成：党参 15g，黄芪
15g，，当归 12g，川芎 9g，丹参 20，白术 15g，茯苓 30g，
葛根 30g，红花 6g（包煎），天麻 12g（另炖兑服）。随症加

2

结

果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 2。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患者未出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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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不良反应。

发胃气，生津而解肌，缓颈项之拘急，白术、茯苓益气健脾，

表 2 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比较（n，%）

补后天以资气血。天麻为治疗眩晕之要药。据临床报道[5]：川
芎、葛根、天麻有降低血液粘度和纤维蛋白原，抗血小板聚集，

组别

n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31

4

12

11

4

87.1

改善血流速度，改善脑循环，促进组织供血。综观全方，补气

对照组

31

3

11

9

8

74.2

血，通经络，标本兼治，共奏气血双补，活血通络定眩之效，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状况，从而达到治疗椎—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VBI）所致眩晕之目的。

3

讨

论
参考文献：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致眩晕属祖国医学“眩晕”范畴。
历代不少医家认为该病病因以虚为主。
《灵岖·海论》曰：
“脑

[1]史玉泉.实用神经病学[M].2 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072

为髓海，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明代张景岳认为“无虚不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一辑) [S].1993:24-26

作眩”，并提出“眩晕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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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十中一二而”的著名观点。笔者亦认为本病病机在于本元

1994:186

亏虚，气虚为致病根源，血瘀乃病邪核心，气虚则血运不畅，

[4]姜国辉.氘代川芎嗪与川芎嗪药理作用比较(一):抗血小板作用[J].中国药

瘀阻血络，使气血不能上荣头目而致清窍失养发为眩晕。故气

理学通报,1996,12(2):133

虚、血瘀是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致眩晕的主要病机。

[5]陈茂刚,王灿晖.治疗椎—基底动脉系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经验[J].中医杂志,

笔者根据因虚因瘀致眩之理论，遣方以益气补血以充化
源，活血祛瘀之行气血为法。自拟益气清眩汤，随证加减治疗。

2004,45(2):98

作者简介：

方中党参、黄芪补气健脾，黄芪益气使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
和秋芬（1976-），女，河南焦作人，主治医师，本科。

丹参、川芎、红花、活血化瘀通络；当归养血活血，具有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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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循环，使血流速度加快，改善脑细胞代谢等作用[4]，葛根升

三联疗法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peptic ulcer with trigeminy treatment
何志宏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人民医院，广东 蕉岭，514100）
中图分类号：R5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21-02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观察三联疗法对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2 例良性消化性溃疡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各 41 例，治疗组给与奥美拉唑胶囊、阿莫西林胶囊、甲硝唑。对照组给与口服雷尼替丁胶囊、阿莫西林胶囊、甲硝唑。观察
两组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2.7%，对照组为 80.5%，两组比较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用药不同时间疼痛
感减轻状况比较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 Hp 根除率比较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复发率比较 P<0.05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结论：两组治疗消化性溃疡均有效果，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值得临床借鉴应用。
【关键词】 三联疗法；消化性溃疡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igeminy treatment on treating peptic ulcer. Methods: 8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1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Omeprazole, Amoxicillin and Metronidazol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anitidine, Amoxicillin and Metronidazole. The efficacies in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2.7% and 80.5%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ache remission condition at different time and recurrence rat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oth groups (P<0.05). And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Hp in both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oth groups (P>0.05). Conclusion: Significant effects were
detected in both groups,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Keywords】 Trigeminy treatment; Peptic ulc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2
消化性溃疡是临床上常见病、多发病，主要指胃溃疡和十
二指肠溃疡，其发病机制较为复杂，概括为胃、十二指肠黏膜
攻击因子和黏膜自身防御-修复因子之间失衡所致[1]。本文将我
院 2010 年 8 月～2012 年 2 月收治的 82 例消化性溃疡患者分组

治疗，现将其治疗方法和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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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我院 2010 年 8 月～2012 年 2 月收治的 82 例良性消化

性溃疡患者，男性 45 例，女性 37 例，年龄 26～65 岁，平均

有效率＝愈合率＋显效率＋有效率。
1.4 临床症状疗效标准

38 岁。所有患者均经胃镜检查确诊为活动期消化性溃疡，并做

症状程度划分为无症状（0 级）
；轻度（I 级）
，症状轻微可

幽门螺杆菌检测为阳性。所有患者在受检前一个月内均未用过

以感觉到，但可以忍受；中度（II 级），症状明显，足以干扰

与溃疡、胃炎及抗 Hp 有关的药物，无消化道大出血、幽门梗

正常活动；重度（III 级）
，不能从事正常活动，需休息和药物

阻、穿孔等并发症，无青霉素过敏史，无肝肾功能不全。患者

治疗。症状频度分为：无症状为 0 分；症状隔 3～4d 或以上发

均有慢性过程、周期性发作、节律性腹痛的特点。按照数字分

作 1 次为 1 分；症状隔天发作 1 次为 2 分；症状每天发作 3 分。

组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1 例。治疗组男性 26 例，女

1.5 Hp 根除标准

性 15 例，年龄 27～65 岁，平均 37 岁；对照组男性 19 例，女
性 22 例，年龄 26～64 岁，平均 38 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

停药 4 周后进行快速尿素酶试验及呼气试验均转阴。
1.6 统计学方法

别、消化性溃疡分布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分析，采用 t

（P>0.05）
，具有可比性。

检验，计量资料结果采用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以

1.2 方法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治疗组给予奥美拉唑胶囊 20mg，2 次/d；阿莫西林胶囊
0.5g，3 次/d；甲硝唑 0.2g，3 次/d。对照组给予口服雷尼替丁
胶囊 0.15g，口服 2 次/d，阿莫西林胶囊 0.5g，3 次/d；甲硝唑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0.2g，3 次/d。治疗 1 个月后做胃镜检查及 Hp 检测，同时检查

治疗组痊愈 25 例，显效 8 例，有效 5 例，无效 3 例，总

肝肾功能，观察患者治疗前后症状好转、消失情况及不良反应

有效率为 92.7%。对照组痊愈 17 例，显效 9 例，有效 7 例，无

发生情况。

效 8 例，总有效率为 80.5%，两组比较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

1.3 疗效判定标准

义。

①愈合：溃疡愈合，周围炎症消失，显效：溃疡愈合周围

2.2 两组患者用药不同时间疼痛感减轻状况
两组各项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仍有炎症；②有效：溃疡面缩小 50%以上或溃疡减少（两个中
1 个愈合）
；③无效：溃疡愈合不到 50%或无变化甚至加重。总
表 1 两组患者用药不同时间疼痛减轻状况
组别

n

腹痛

上腹部灼痛

反酸

腹胀

嗳气

治疗组

41

2.47±0.12

2.75±0.26

2.75±0.33

2.75±0.66

2.80±0.34

对照组

41

0.95±0.07

0.89±0.44

0.71±0.42

0.87±0.35

0.67±0.69

2.3 不良反应

奥美拉唑胶囊是一种可以通过其特异性能够有效的抑制

两组均出现轻微恶心、腹泻等反应，停药后均消失，治疗

和阻断胃酸分泌的抑制剂，其药效发挥快，能够在短时间内使

前后未见其他不良反应。治疗组 Hp 根除率 37 例（90.2%）
，复

血药浓度达到峰值，并且为阿莫西林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发 8 例（19.5%）
。对照组 Hp 根除率 35 例（85.4%）
，复发 16

使其对 Hp 的抑制作用更强，
同时还可以缩短 Hp 的根治时间[2]。

例（39%）
。两组 Hp 根除率比较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甲硝唑的杀菌作用强，除了抑制胃蛋白酶活性外，还可中和胃

复发率比较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酸，促进黏膜合成前列腺素，增加黏液和 HCO3-分泌，增强胃

3

结

论

对于消化性溃疡病的病因和发病发理念，国内外的专家学

黏膜屏障能力外，还能裂解菌体，有较强的抑制 Hp 作用。本
组研究治疗组 Hp 根除率和疼痛减轻时间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
著，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复发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

者都对其有了一定的研究和相关方面的报道，其中它的主要影

综上所述两组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均有帮助，治疗组的

响因素包括胃酸过多、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程度、胃黏膜的保护

疗效由于对照组，见效更快、缓痛速度更快，值得临床上在治

问题及消化道黏膜的损伤作用等因素所导致。其通过不同的途

疗消化性溃疡方面予以应用和推广。

径或者机制，导致上述侵袭作用的增强和或防护机制的减弱，
这些都可以促发溃疡的发生。消化性溃疡具有长期性、节律性、
周期性等发作特点。目前尚无单一药物可有效根除 Hp，因此

参考文献：
[1]柏依海,王红霞,文继平,等.雷贝拉唑三联疗法治疗消化性溃疡 89 例疗效

必须联合用药。本研究通过采用奥美拉唑胶囊、阿莫西林胶囊、

观察[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09,3(2):131-132

甲硝唑三联疗法治疗消化性溃疡 41 例，总有效率为 92.7%，与

[2]李九英.不同三联疗法治疗小儿消化性溃疡疗效观察[J].中外医疗,2010,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考虑到本研究病例偏少，这

29(23):118-119

有待于进一步的临床观察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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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补气活血法来治疗冠心病的临床效果探讨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y
the Buqi Huoxue method
简晓勤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医院，江西 新余，338000）
中图分类号：R6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23-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通过运用中医的补气活血的方法来治疗冠心病，探讨并分析其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 2009 年 6 月～2011
年 6 月在我院心内科收集的并且在临床上已经确诊的冠心病患者 196 例，随机分成两组，各 98 例；其中运用中医补气活血法的为治
疗组，采用常规西医治疗的为对照组，治疗时间为 1 个月，随访时间为 6 个月～12 个月并对此两者的治疗疗效及随访情况进行回顾
性的分析比较。结果：从临床治疗疗效结果可得，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是 97.6%，而对照组则为 81.7%；两者的疗效结果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在通过中医辨证施治并予补气活血法对症治疗冠心病后，取得明显的疗效，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医；补气活血；冠心病；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Buqi Huoxue method treating CHD. Methods: 196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09 to June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98 cases in each.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the TCM Buqi Huoxu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for one month,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in the following time of 6 months to 12
month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7.6%, and 81.7%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Chinese dialectical therapy and symptomatic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Buqi Huoxue method treating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chieved significant efficacy and be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Buqi Huoxu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3
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脏病，它常常归因于心脏的冠状

静息状态下的心电图为 ST 段下降>0.1mv，具有明显的缺血缺

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血管痉挛导致循环的血液堵塞，从而进

氧表现。二组患者一般的情况比较是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一步致心肌急剧性的暂时性的缺氧缺血而产生诸如心绞痛等

故有可比性。

临床表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冠心病归属的范畴是胸痹，

1.2 方法

常采取的中医治疗法则是益气养阴、活血补气等。目前冠心

对照组的患者每天给予舒血宁、钙离子通道拮抗剂等大约

病具有复杂的发病机制的特点，临床中医工作者从补气活血

500ml 的静脉滴注液，每日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 75mg/次，1

这一法则入手正逐步深入研究，并且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次/d；口服硝酸异山梨酯片 10mg/次，3 次/d。而治疗组的病患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09 年 6 月～2011 年 6 月在我院心内科收集的并且
在临床上已经确诊的冠心病患者共 196 例，随机分成两组，
各 98 例；其中运用中医补气活血法的为治疗组：58 例男性；
40 例女性，年龄在（40～66）岁，平均年龄为（44.6～48.4）

在对照组的治疗的基础上，服用补气活血的中药，其主要的重
要成分为黄芪 30g，丹参 15g，当归 10g，川芎 15g，红花 10g，
桃仁 5g，枳实 15g，瓜蒌 15g。在此次基础上再对症下药，如
偏阳虚者加桂枝、肉桂等；体属阴虚者麦冬、玉竹等。在服药
期间患者应注意保持愉悦的心情，辛辣刺激的食物不宜食用。
1.3 疗效标准
该实验所采取的疗效评价标准根据全国中西医防治冠心

岁，6 个月～11.4 年为其病程，平均 4.9 年；采用常规西医治

病座谈会（1979）修订的标准。临床症状基本消失为显效；胸

疗的为对照组，53 例男性；45 例女性，年龄在（37～65）岁，

痛的发作次数、持续的时间及疼痛程度明显减轻为有效；症状

平均年龄为（41.6～46.6）岁，7 个月～15 年为其病程，平均

无明显变化为无效；胸痛发作次数、持续的时间及疼痛程度均

5.1 年。所选患者均为冠心病的住院患者，治疗组所选取病例

加重为加重。治疗时间为 1 个月，随访时间为 6 个月～12 个月。

的诊断标准均符合胸痹气虚血瘀证的诊断原则；而对照组的

1.4 统计学处理

病例则参照 1979 年 WHO 制定的冠心病的诊断标准。对所纳
入的 196 名研究对象的临床表现均有典型的心绞痛发作史，

采用 SPSS13.0 的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上的两样本
（下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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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外敷配合电针在骨性膝关节病痛中的运用
效果分析
Effective analysis of topical TCM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o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余长福
（三门峡武强颈肩腰腿痛医院，河南 三门峡，472000）
中图分类号：R32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24-02

【摘 要】 目的：通过中药外敷和电针治疗骨性膝关节炎，观察其使用效果。方法：从本院门诊部选取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接受的骨性关节炎患者 100 例。通过中药外敷和电针的方法对症进行治疗。结果：其中临床治愈为 55 例，显效 25 例，好转 15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为 95%。结论：通过中药外敷和电针，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发病的早期和中期治疗的效果最为明显。
【关键词】 中药外敷；骨性膝关节炎；电针；退行性骨关节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topical TCM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100 case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from June 2010 to June 2012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treated with topical TCM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Results: The clinical cured 55 cases, markedly effective 25 cases, 15 cases were improved, 5 cases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topical TCM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treating in knee osteoarthritis
was obviou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stages of the treatment.
【Keywords】 Topical Chinese medicine; Knee osteoarthritis; Electric acupuncture; Degenerative osteoarth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4
骨性膝关节炎是骨科常见的疾病，多发群体主要是以中老

川芎 20g，桂枝 20g，制川乌 15g，红花 20g，透骨草 20g，丹

年为主，尤其是肥胖者。继发性损伤是骨性膝关节炎主要的病

参 30g，桂枝 20g，白芷 15g，桑枝 30g，进行外敷，用水煎煮

因，膝关节的创伤有许多，主要包括交叉韧带、半月板、侧副

后，使用汁液进行外洗需进行 2～3 次/d 的熏洗，1 个疗程为半

韧带和关节囊等，形成的关节软组织损伤，和胫腓骨、股骨等

个月。

骨折后力线不直，从而导致膝内外翻。这种病还被称为老年性

2.2 电针疗法
选择华佗牌的毫针，规格为 0.3mm×40mm、0.3mm×

骨关节炎、增生性骨关节炎、退行性骨关节炎等。

25mm；经穴治疗仪 HM6805-II 一台。穴位为：血海，足三里，
1

临床资料

梁丘，犊鼻，鹤顶，内膝眼，风市，阳陵泉，委中。患者要

从本院门诊部选取 2010 年下半年～2012 下半年 100 例骨

仰卧适度弯曲膝位，在常规消毒后迅速进针，捻转手法，行

性膝关节炎患者，其中男性 52 例，女性 48 例，年龄在 42～75

提插，以膝关节局部有酸胀为标准，连接电针易并连续波，

岁，病程最短为 2 个月，最长为 16 年。其中有 36 例单侧病变，
64 例双侧病变。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疼痛，活动受到限制。
经 X 线片检查显示，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缘唇样骨质增生，关
节间隙有许多不对称的地方，有大多数膝关节内侧的间隙变
窄。45 例可以看见关节内游离体等的病理发生改变，达到了增
生性膝关节炎的诊断标准。
2

治疗方法

2.1 中药外敷

使用 50Hz 的频率，以患者局部肌肉出现微小的颤动或者出现
胀感为刺激标准，停针时间为 25 周，在连续使用 3 周后观察
其疗效。
3

疗效标准
在治疗后观察局部是否出现僵硬、疼痛、肿胀、活动

范围情况。按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疗效标准如下
表 1。
表 1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将白芷、白芥子、马钱子、防风、制草乌、制川乌、伸筋

项目

疼痛

草使用一等份，碾碎之后使用 30g 的药粉，在温水的作用下调

治愈

关节活动

局部皮温

肿胀

成糊状，敷在患处，然后使用纱布包扎，最后使用灯具进行加

显效

消失

正常

正常

消失

消失

基本正常

正常

热。用法用量：1 次 d，每次使用大约相隔 0.5h，1 个疗程为半

好转

消失

减轻

基本正常

略高

减轻

个月，每两个疗程之间要相停 5d。另外，还可以使用赤芍 30g，

无效

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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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结果

分被关节的组织吸收，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可以加速局部的

本组治疗中，有 55 例治愈，25 例显效，15 例好转，无效
5 例，总有效率为 95%。
5

讨

血液以及淋巴液的循环，使骨内的压力减轻，辅助关节积液吸
收，从而有效的缓解肿胀和疼痛，达到改善关节功能的作用。
在局部用药的作用下，使药力进入到病体中，这样效力就会很

论

集中，可以祛风湿、活血止痛，夜交藤有祛风舒筋通络的功效，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病，在发病的早期表现的不

而红花具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可以使局部的皮肤充血，从而改

是很明显，之后便会出现不良的感觉，例如僵硬、疼痛等。发

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使局部的炎性物质能够通过毛细血管的吸

病时的疼痛感会随着患者的活动姿势而发生改变，例如久坐站

收然后消散。而且，电针是最传统的中医疗法，具有疏通经络，

起、下蹲、转身、高抬腿等动作时，疼痛会随着活动的幅度而

调理脏腑等功效，简便可靠，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尤其适合基

发生明显的改变。在不活动时，关节会表现的僵硬酸痛，当活

层医院对骨性关节炎的治疗。

动一会后，症状便会有所缓解，但是如果活动的幅度较大时，

参考文献：

腿部就会感觉到明显的不适，甚至会伴随摩擦和弹响的声音。
如果病情持续发展，当关节软骨消失时，疼痛便开始出现持续
性，在日常的平地走路也会感觉到疼痛感，而且程度比较强，
晚上睡觉时甚至会被痛醒，膝关节出现明显的红肿，这都是关

[1]姚光潮.针刺结合中药外敷治疗膝关节性关节炎 155 例[J].浙江中医杂志,
2011,16(5):65-67
[2]陈成军.中药外敷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150 例疗效观察[J].云南中医药
杂志,2009,36(9):92-96

节积液的症状表现。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多发在中老年群体，它以关节软骨退行

作者简介：

性的改变为重点，关系到骨质、关节囊、滑膜和关节的其他结
构，表现为多层次、全方位、不同程度的慢性炎症。中药外敷
治疗的方法是利用在药物加热后的热能和药物本身的作用，具

余长福（1971-），男，汉族，河南信阳人，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
治医师，中医内科专业；单位：三门峡武强颈肩腰腿痛医院。

有两种功效，所用的中药具有祛风除湿和活血通络的功能，在
编辑：赵玉娟 编号：ER-13020505（修回：2013-03-18）

热能的作用下，皮肤的粘膜会充血扩张，从而使药物的有效成
（上接 23 页）

而对照组则为 80.61%；两者的疗效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的 t 检验分析，P<0.05 表示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P<0.05）
。见表 1。

果

从临床治疗疗效结果可得，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是 94.90%，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的比较（n）

3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加重

总有效率（%）

对照组（98）

38

43

17

0

80.61

治疗组（98）

56

38

5

0

94.90

讨

论

中医内科学中把冠心病归入“心绞痛”、“胸痛”等的范
畴内，它们病机特点是血脉瘀组、气滞血瘀、痰浊阻滞并侵
犯阳位，从而导致不通则痛，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心前区压榨
性窒息性的濒死感，疼痛易放射到左上臂的内侧，伴随短暂
的胸闷、气促、心悸、自汗等。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属于本虚
标实的范畴，而其基本的病位是心，与其他四脏均有密切的
关系。因此，在中医中药治疗中，我们要标本兼顾，辅以补
气活血、化痰祛瘀等治疗原则。而在本研究中，我们的药方
就以丹参、当归、黄芪等通静脉益心气；桃仁、川芎、红花
等活血养血；枳实、瓜蒌等通阳宣痹化痰，从而标本兼治，
化痰祛瘀，通畅血脉。
根据现代对传统中药的研究中发现，黄芪能够促进机体的
代谢循环，增强心肌的耐缺氧能力及免疫力，具有改善心功能

液的粘稠度从而改善血流变；而桃仁与红花合用扩血管的能力
显著性的增强。
总之，我们在冠心病患者中采取中医补气活血取得有效的
临床疗效，且副作用较小，在临床中值得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1]李存鲁.补气活血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52 例疗效观察[J].山西中医,2009,
25(11):13-15
[2]李存业,王辉,樊伟.剖宫产术中大出血原因分析及处理[J].中国误诊学志,
2010,10(18):4394
[3]潘秀芹,王永红.产后出血 82 例临床分析[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0,
31(13):2085-2086
[4]金艳,张阳莉.产后出血的预防与护理[J].职业卫生与病伤,2010,25(2):120122

和保护肝脏的作用；而丹参具有增强心肌的收缩力，扩张冠脉
血管，从而提高了回心血液量和回心血流速度；川芎降低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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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治疗卒中后假性球麻痹吞咽障碍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dysphagia from pseudo bulbar palsy following stroke
in the therapy of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张志强 郑利群 何希俊 白伟杰 杨 楠 黄晓煌 罗卫平
（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333.1

中山，5284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26-03

【摘 要】 目的：观察穴位埋线治疗卒中后假性球麻痹吞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将符合研究标准的 90 例合并吞咽障碍
的假性球麻痹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45 例）和对照组（45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的脑血管病治疗、吞咽训练和吞咽电刺激治疗，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穴位埋线治疗，对照组给予电针治疗，治疗 1 个疗程后评价其临床疗效。结果：两组总有效率均为 97.78%，
两组的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穴位埋线和电针治疗卒中后假性球麻痹的临床疗效相当，但穴位埋线只需每
2 周治疗 1 次，患者更易于接受。
【关键词】 脑卒中；假性球麻痹；吞咽障碍；穴位埋线；电针疗法；吞咽电刺激；吞咽训练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for dysphagia from pseudo bulbar
palsy. Methods: 9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45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 (45 cases), During the
treatment, all patients were applied the routinely treatment equally, swallowing training and swallowing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reatment.
Besid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electro-acupuncture therapy.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 was evaluated after a course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97.78%,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treatment of dysphagia from pseudo
bulbar palsy after stroke was similar, while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needs only once every 2 weeks, which was more easily
accepted by patients.
【Keywords】 Stroke; Pseudo bulbar palsy; Dysphagia;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Electro-acupuncture therapy; Swallowing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herapy; Swallowing train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5
假性球麻痹是卒中后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吞咽困难是脑卒

神识昏蒙、言语謇涩、偏身感觉异常、口舌歪斜）中 2 项主症

中假性球麻痹最常见同时也是非常严重的临床症状，可造成吸

及吞咽障碍者。

入性肺炎、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等并发症，显著影响患者的

1.1.1 纳入标准

临床预后，增加死亡率，延长住院日，增加残障的发生率以及

符合上述脑卒中的诊断标准及 PBP 西医诊断标准中的第 1

再发卒中的危险性。早期正确的康复治疗可使 80%以上的患者

项及第 2～5 项中任意两条者；意识清楚者；年龄在 40～80 岁，

吞咽功能得到恢复或减轻[1]。目前，国内外西医治疗假性球麻

性别不限；知情同意者。

痹以对症治疗为主，病情严重者则通过鼻饲和输液维持生命。
作者曾采用电针结合吞咽训练和吞咽电刺激治疗卒中后假性
球麻痹，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2]。穴位埋线治疗具有针刺和
留针的双重作用，延长了穴位的刺激作用时间，增强了穴位刺
激的功效，每 2 周治疗 1 次，患者易于接受。基于上述考虑，
作者于 2011 年 8 月～2012 年 9 月采用穴位埋线治疗卒中后假
性球麻痹吞咽障碍，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报告如下。

1.1.2 排除标准
不符合上述诊断和纳入标准者；合并有心、肝、肾和造血
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恶
性肿瘤和传染病患者；不能完成治疗疗程者；正在参与其他研
究者。
1.2 一般资料
90 例研究病例均来源于本院脑病科•康复科病房和门诊。

临床资料

按患者入院的先后顺序编号，用随机数字表法产生随机数字序

1.1 诊断标准

列，采用简单随机（1∶1）、对照试验方法，将符合研究标准

1

假性球麻痹的西医诊断标准（按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实

的受试对象分为治疗组 45 例和对照组 45 例。治疗组男 28 例，

用神经科诊断治疗学》制定） 。中风舌本病——假性球麻痹

女 17 例；平均年龄（46.55±5.68）岁；病程在急性期、恢复

（简称中风舌本病）诊断标准：具备中风病 5 项主症（偏瘫、

期和后遗症期各 20、15 和 10 例；腔隙性脑梗塞、脑血栓形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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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和脑栓塞分别为 15、13、10 和 7 例。对照组男 27 例，

分布资料的数据采用 x ± s （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

女 18 例；平均年龄（45.83±5.42）岁；病程在急性期、恢复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期和后遗症期各 19、16 和 10 例；腔隙性脑梗塞、脑血栓形成、
脑出血和脑栓塞分别为 16、12、9 和 8 例。两组的性别、年龄、

5

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的洼田氏饮水试验评分和临床疗效分

病程和病种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治疗结果

别见表 1 和表 2。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洼田氏饮水试验评分比较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5

4.39±0.73

1.76±0.68*

45

4.41±0.85

两组均给予脑卒中常规治疗（参照《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
南》）、吞咽训练和吞咽电刺激治疗[2]；在此基础上，治疗组采

对照组

用穴位埋线治疗，对照组采用电针治疗；在穴位埋线或电针治

△

1.82±0.91*
△

*

疗之后，在吞咽电刺激治疗的同时进行吞咽训练。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2.1 治疗组

表 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取穴：主穴：舌三针；配穴：风痰型配丰隆、太冲、足三

组别

n

痊愈

显效

里、公孙；肝阳上亢型配阳陵泉、太冲、期门、太溪；气血瘀

治疗组

45

17

16

11

1

97.78

滞型配血海、三阴交、梁丘、气海。

对照组

45

17

15

12

1

97.78

2.1.1 操作方法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常规消毒局部皮肤，戴无菌手套，镊取一段约 1cm 长已消
毒的“3-0”号羊肠线，放置在 7 号一次性无菌注射针头前端，
后接针芯（一次性无菌针灸平头针），左手拇食指绷紧或捏起

6

讨

论

中医古典文献虽然没有对假性球麻痹进行详细系统的论

进针部位的皮肤，右手持针，刺入到所需的深度；当出现针感

述，但在历代文献的记载中可散见。如明•吴崑《医方考》云：

后，边推针芯，边退针管，将羊肠线埋植在穴位的皮下组织或

“病人初中风，喉中痰塞，水络难通。”现代医家多把本病归

肌肉内，术后创可贴固定。

为中医的“中风”
、
“暗痱”
、
“喉痹”等范畴论治。病症在咽，

2.1.2 注意事项

病位在脑，与心、肝、肾、脾、肺相关。其发病机理为风、痰、

①4d 内严禁洗澡，防止感染；②7d 内禁食鱼虾蟹等海产
品。2 周治疗 1 次，2 次为 1 个疗程，第一次埋线治疗后第 4
周末评价疗效。
2.2 对照组
取穴和配穴同治疗组，采用电针治疗[2]。治疗 1 次/d，每
周治疗 6 次，治疗 4 周（1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定。
3

疗效观察
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按如下标准评定临床疗效。

3.1 评定方法

气、血郁闭脉络，壅塞于喉，导致脉络不通；肺经气机不利，
导致构音困难、吞咽困难、进食呛咳或食入即吐。
据文献报道，本病治法多样且疗效肯定，针灸治疗脑卒中
后吞咽困难是目前为止较为理想的方法，综合治疗方案已被脑
卒中单元所采纳[4]。
“舌三针”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靳瑞教授集历代针灸名家临
证经验之精华，结合他 40 余年临床实践首创和总结的研究成
果。舌三针包括上廉泉、廉泉左和廉泉右。廉泉位于舌根部，
又名舌本；任脉脉气所发，阴维脉交会于此。本穴上部有喉结，
内当舌体根部之下，故针刺本穴能够治疗舌体运动感觉障碍方

洼田氏饮水试验：嘱患者喝下 30ml 温开水，依据患者表

面的疾病和与舌有关的其他疾病。靳瑞教授认为，沿用至今的

现将其吞咽功能分为 5 级：1 级：5s 内 30ml 温水顺利咽下，

廉泉穴，其两侧也应归属于其组成部分之一。因其通于肾经，

为 1 分；2 级：5～10s 内分 2 次以上不呛地咽下，为 2 分；3

肾藏精，精生髓，脑为髓之海。三穴齐发，可通脑醒神，益肾

级：5～10s 内能 1 次咽下但有呛咳，为 3 分；4 级：10s 内分 2

生津，补髓健脑，利咽生津。现代研究表明，舌三针局部有舌

次以上咽下，有呛咳，为 4 分；5 级：屡屡呛咳，10s 内全量

下神经及舌咽神经分布，故穴位埋线或针刺此穴可直接调节舌

咽下困难，为 5 分。

咽、舌下及迷走神经，加强局部血运刺激感受器，形成对中枢

3.2 疗效标准

神经的刺激作用，促进吞咽反射弧重建与恢复[5]。

治愈：吞咽困难消失，饮水试验评定为 1 级。显效：吞咽

穴位埋线疗法是在留针和埋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

困难明显改善，饮水试验评定为 2 级。有效：吞咽困难改善，

毫针刺法与埋针方法的结合和发展。埋线疗法的整个操作过程

饮水试验评定为 3 级。无效：吞咽困难改善不显著，饮水试验

包括了穴位封闭疗法、针刺疗法、刺血疗法、组织疗法、割治

评定为 4 级以上。

疗法，同时也包含了埋针效应及后作用效应。多种方法和效应

4

数据的管理及统计方法

集中和整合起来，形成了穴位埋线独特的治疗效果[6]。《灵枢•
终始》篇曰：
“久病者……深内而久留之”
。穴位埋线初为机械

所得的所有数据均由统计分析者保管，统计分析者由未参

刺激，后为生物和化学刺激，肠线植入后，在体内经过软化、

与患者分组、量表评分和治疗过程的人员于治疗前后进行评

分解、液化、吸收的过程。肠线作为异物蛋白会对机体产生持

价。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 SPSS11.0 统计软件进行。符合正态

久的刺激，当机体活动时肠线和机体组织产生相对运动；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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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部位不断的机械刺激，形成深度长期的强化作用，重建受损
的反射弧，从而使麻痹的神经功能得以恢复[7]。由于此方法施
术简单，疗效持久，价格低廉，患者易于接受。
脑卒中后大脑神经反射活动退化，导致吞咽肌群相互运动

对于远期临床疗效需进一步观察研究。
参考文献：
[1]伍少玲,燕铁斌.神经肌肉电刺激结合功能训练改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

不协调，从而出现吞咽困难等症。在本研究中，在穴位埋线或

临床疗效观察[J].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07,29(8):537-539

电针治疗之后，在吞咽电刺激治疗的同时进行吞咽训练，使得

[2]张志强,杨楠,何希俊,等.综合治疗假性球麻痹吞咽障碍 30 例的临床疗效

口、唇、舌以及上下颌参与咀嚼、面部运动的肌肉和神经得到

观察[J].中外医疗,2009,28(15):18-19

有效的训练；通过不断地向中枢神经系统输入刺激信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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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和修复能力；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效观察[J].湖南中医药导报,2003,9(4):45-47

或抑制异常的反射，使原来不活跃的突触变为活跃的突触，从

[4]唐强,边静,王艳,等.综合康复疗法对脑卒中吞咽功能障碍的影响[J].中国

而形成新的传导通路，残留部分通过功能重组，以新的方式代

康复,2010,25(3):182-183

偿失去的功能，可防止咽下肌群发生废用性肌肉萎缩，加强舌

[5]彭华容.针刺背俞穴为主治疗假性球麻痹吞咽障碍40 例[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

肌咀嚼肌的按摩及运动，提高吞咽反射的灵活性，使病人进食

2005,7(5):499

时吞咽功能密切配合，从而避免误吸，防止肺部并发症的发生，

[6]任晓艳.穴位埋线的源流及其机理探讨[J].中国医药学报,2004,19(12):757-759
[7]张婧,王拥军,崔韬.脑卒中后吞咽困难 9 个评价量表的信度及效度研究[J].

[8]

保证病人能及时得到足够的营养补充 。
综上所述，穴位埋线或电针、吞咽训练和吞咽电刺激治疗

中国临床康复,2004,8(7):1201-1203

各有特点，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延续性。综合采用穴位埋线或

[8]罗卫平,黄红缨,谭吉林,等.针刺配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并发吞咽障碍

电针配合吞咽训练和吞咽电刺激治疗卒中后假性球麻痹疗效

30 例疗效观察[J].针灸临床杂志,2004,20(8):12-13

显著，均可改善卒中后假性球麻痹患者的吞咽功能，减少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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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但二者的临床疗效经统计学
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表明穴位埋线和电针治疗卒中后
假性球麻痹的临床疗效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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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针刀“五点刺法”治疗小儿慢性扁桃体炎 109 例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109 cases of chronic tonsillitis by
needle knife
王亨飞 1 陈 强 2 王进吉 2
（1.张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甘肃 张掖，734000；2.张掖市中医医院，甘肃 张掖，734000）
中图分类号：R76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28-02

【摘 要】 目的：探讨小针刀“五点刺法”治疗小儿慢性扁桃体炎的效果。方法：对 218 例小儿慢性扁桃体炎患者，用小针
刀五点刺法组与常规治疗对照组患者进行分析比较。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4.50%，对照组有效率 74.31%，两组比较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小针刀“五点刺法”治疗慢性扁桃体炎的效果显著，方法简单，不良反应轻，是一种安全、
有效、经济的临床治疗方法。
【关键词】 小针刀；五点刺法；慢性扁桃体炎；疗效观察；针刀医学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needle knife in treating chronic tonsillitis. Method: 21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traditional therapy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needle knife,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each group.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4.50%, and 74.31%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needle knife has the advantage of
significant efficacy, simply operated and fewer adverse reactions. And it does a safe, effective and economical clinical treatment for chronic
tonsillitis.
【Keywords】 A needle knife; Five-point needle therapy; Chronic tonsillitis; Efficacy observation; Acupotomolog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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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扁桃体炎（Chronic tonsillitis）多有急性扁桃体炎反复

进针刀的深度，并作十字切开，用压舌板挤出脓液，以出现新

发作或扁桃体隐窝引流不畅，窝内细菌、病毒滋生感染而演变

鲜血液者为最佳效果。让患者漱口、吐出。囊肿进针刀后作十

为慢性炎症。本病是儿科呼吸道疾病中的常见病、多发病，近

字切开并作引流疏通，也以出血为最佳效果。1 周 1 治，3 次

几年其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1]。笔者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探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不愈者休息数月后作第 2 个疗程。

索性地应用小针刀治疗该病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2.2 对照组

1

淡盐水漱口，饭后及睡前，取温开水 1 杯，加少许食盐，

一般资料

口感有咸味即可，反复漱口，5min/次左右；含碘片 1.0g，3 次

观察病例共 218 例，均为本院门诊病人。所有病人均根据
《眼、耳鼻咽喉科疾病诊断标准》第 2 版慢性扁桃体炎诊断标

/d 含化，维生素 C0.1g，3 次/d，冰硼散适量外敷，3 次/d。疗
程同上。

[2]

准明确诊断 。全部病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其中
治疗组 109 例，男性 56 例，女性 53 例；年龄 2～12 岁；病程
2 月～7 年。对照组 109 例，男性 54 例，女性 55 例；年龄 2.5～
11 岁；病程 3 月～5 年。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

治疗结果

3.1 疗效判定标准
①治愈：半年内无复发，各种症状体征消失；②显效：半
年内有复发，但次数明显少于过去 2/3，症状轻微不需要采取

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2

3

治疗即消失；③无效：多发次数如前，症状如前，需采用其他

治疗方法

方法治疗。
3.2 结果

2.1 治疗组
小针刀病人以仰卧位体位为最佳，颈下垫枕，头后仰，尽

①治疗组：痊愈 83 例，显效 20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量置于光线充足的地方、张口，用压舌板压住舌根后，用碘伏

94.50%；②对照组：痊愈 69 例，显效 12 例，无效 28 例，总

消毒后行针刀治疗。每一侧扁桃体均采用“五点刺法”，先中

有效率 74.31%；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

间直刺，然后上下左右向中心斜刺，以扁桃体肿大的程度决定

提示治疗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09

83

20

6

94.50*

109

69

12

28

74.31

对照组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4

体

会

慢性扁桃体炎属于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患儿在冬春两
季气温变化机体调节能力下降时，容易急性发作。表现为反
复发作的咽喉肿痛、发热、扁桃体红肿、化脓等，部分患者
（患儿）亦伴有咽部发干、发痒、异物感、刺激性咳嗽等症
状，容易感冒并有急性扁桃体炎发作史。扁桃体作为人体的
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其生理功能不可小觑。对于儿童来说，
任意切除扁桃体将影响机体局部的免疫功能，故而须慎重选
用手术治疗。
慢性扁桃体炎在祖国医学称之为乳蛾，乳蛾之名，初见
于《儒门事亲•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二十一》，文曰：
“单乳蛾，
双乳蛾……结薄于喉之两旁，近外肿作，因其形似，是为乳
《医
蛾。”乳蛾的发生，多因病久体弱、正气不足复感邪毒[3]。
学心悟》指出：
“状如乳头，生喉间。一边生者为单乳蛾，两
边生者为双乳蛾。宜用韭菜汁调元明粉，灌去痰涎，吹以冰
片散，随服甘桔汤，自应消散。若不清，以小刀点乳头上出
血，立瘥。凡针乳蛾，宜针头尾，不可刺中间，鲜血者易治，
血黑而少者难痊。凡用刀针，血不已者，用广三七末，嚼服
刀口上即止。[4]”

刺激，接通人体电信息流，此种刺激深入到病灶，激活组织的
潜能”
，另外小针刀小巧的刀刃可以切开病变组织，剥离粘连，
疏通堵塞，松解瘢痕，剔除脓栓或囊肿内代谢产物。“这种机
械刺激”可以将“机械能转变为热能，此热能使小血管扩张”
让病变部位迅速得到血供。“另外，机械对神经组织末梢的强
刺激可使局部组织器官活动能力增强，淋巴循环加快，这就大
大提高了局部新陈代谢能力。
”[5]使病灶组织能够很快地进行自
我修复，从而达到“针到病除”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高树彬.小儿慢性扁桃体炎的推拿疗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7
[2]贝政平,舒怀,周梁.眼.耳鼻咽喉科疾病诊断标准[M].北京:科学出版社(2
版),330-331
[3]梁振声.针刀五官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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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在研究小儿慢性扁桃体炎的临床治疗时，在具体
方法上根据前人的经验和针刀的治疗特点加以糅合。小针刀
“五点刺法”治疗小儿慢性扁桃体炎的机理是通过“一种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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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药结合治疗干眼症的效果分析
Effect analysis on treating xerophthalmia by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edicine treatment
刘达理
（广东省云浮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322.9+1

云浮，5273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30-02

【摘 要】 目的：通过对针药结合与单一的针刺治疗干眼症的疗效进行观察，对针药协同治疗干眼症，增强疗效的可能性加
以探索。方法：将 60 例干眼症患者（眼）分成两个小组：针刺组（对照组）与针药结合组（治疗组）
。其中，针刺组进行针刺治
疗，针药结合组在针刺的基础上结合明目地黄片等药物进行治疗。在治疗的前后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评价患者的眼部症状与泪流
量，以及对两组的临床疗效加以对比。结果：通过针药结合治疗以后，治疗组的病人症状和泪液分泌量的评分相对治疗之前有着
明显的改善。结论：明目地黄片可以增强针刺治疗干眼症的治疗效果，通过针药结合可以产生协同增效的功能，原因在于明目地
黄片可以对肝肾进行滋养，进而增强针刺对局部泪液分泌的促进效果。
【关键词】 干眼症；针药结合；针刺；明目地黄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edicine treatment on
xerophthalmia.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nly acupuncture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ingmu Dihuang tablet. The eye symptoms, tear yield and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eye symptoms and tear yield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Mingmu Dihuang tablet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xerophthalmia.
【Keywords】 Xerophthalmia;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edicine treatment; Acupuncture; Mingmu Dihuang table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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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观察病例都是 2009 年 4 月～2009 年 10 月在某医院眼科接
受治疗的干眼症患者，一共 60 例，共 120 只眼，根据就诊的
次序划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个小组。其中，针药治疗组有 30
例，一共 60 只眼，男性 12 例，女性 18 例，年龄从 15～65 岁
不等，平均年龄为 45.8 岁，病程最短的患者为 7d，最长的达 3
年；针刺对照组 30 例，一共 60 只眼，男性 8 例，女性 22 例，
年龄从 10～68 岁不等，平均年龄 44.2 岁，病程最短的为 20d，
最长的大 5 年。
1.2 研究方法
1.2.1 治疗方法

次作为 1 个疗程，共进行 2 个疗程。中药：使用正规厂商生
产的明目地黄片，2 次/d，4 片/次，口服，连续服用 5 周左
右。
1.2.1.2 针刺组（对照组）
采用针药结合组的针刺取穴操作。时间也是 5 周后左
右。
1.2.2 临床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来制定
临床疗效评定标准。
由科室的医师分别在治疗前后对患者进行泪液分泌量的
测量，并按照 10 项观察指标做出综合评定的测定，分为三类：
显效、有效和无效。
显效：临床症状呈现明显改善，疗效指数≥70%，泪液

1.2.1.1 针药组（治疗组）
针刺：主穴：泪三针，包括在面部上泪孔直上 0.2 寸的

分泌试验≥10mm/5min；有效：自觉症状呈现改善，疗效指

上目通穴，在面部下泪孔直下 0.2 寸的下目通穴，在面部目

数在 30%～69%之间，泪液分泌试验 5～10mm/5min；无效：

外眦上 0.3 寸的泪管穴；配穴包括攒竹，太阳等穴位。操作：

自觉症状和体征没有显著的变化，疗效者数<30%，泪液分泌

让患者保持仰靠的姿势，自然闭目，分别在眼睑上针刺泪三

试验<5mm/5min。

针，适用管针在进针以后在进行挂针。攒竹穴使用管针直刺
大约 0.5 寸位置，太阳穴平刺半寸位置，当出现有酸胀感觉之
后留针 20min 左右，注意在留针的期间不要行针。2 次/周，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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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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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评分变化组间比较（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后差值

治疗组
对照组

30

11.333±3.604

1.900±1.759

9.433±3.059

30

10.700±3.061

5.333±1.426

5.367±2.593

t＝0.638

t＝-4.457

t＝4.189

P＝0.526

P＝0.000

P＝.000

统计

从该表可以观察，两组在治疗之前，症状评分没有明显的

相比对照组明显改善，有非常显著性的意义（P<001）
。

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在治疗之后，治疗组症状程度
表 2 两组患者泪液分泌量评分值变化组间比较（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0

1.567±1.501

6.367±2.291

4.800±2.114

对照组

30

1.283±1.321

4.767±2.105

3.483±1.799

t＝1.098

t＝3.984

t＝3.674

P＝0.275

P＝0.000

P＝0.000

统计

从该表可以看出，二组在治疗之前，泪液分泌量评分差异
没有显著意义（P>0.05），拥有可比性；在治疗之后，治疗组
泪液分泌量相比对照组疗效改善非常明显，有非常显著性的意
义（P<0.01）
。
3

讨

论

在西医的学术范畴内，针对干眼症的治疗方面主要有三
种：首先是针对发病机制的治疗，主要指抗炎、促进泪液分泌、
抗氧化等方面；其次是针对缓解症状的治疗，比如对泪液成分
进行替代和保存，使泪液尽量少些丢失；再次是对体征进行改
善，比如服用生长因子等药物，这种药物不但能够对体征有所
改善，对于部分眼部不适症状也能有很好地缓解，但却无法从
根本上治疗病症，对干眼症的好转没有作用。近几年来，中医
也试图用各种方法对干眼进行治疗，比如说全身治疗主要是口
服中药汤剂，尤其是按照患者的临床表现来进行辨证论治，效
果更加良好；而对于局部治疗，则有着非常丰富的种类，主要
含有针刺、穴位注射、中药喷雾、中药熏蒸、中药滴眼液等方
式，效果也比较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医药对干眼症
有更好的疗效。但就当前而言，还没有一套统一的辨证论治标
准，也缺乏科学的疗效评定标准，造成了临床疗效一定程度的
不确定性，另外，在随机双盲对照观察方面也有所不足，这种
方式的疗效还需要进一步得到证实。
针灸疗法对于眼病的治疗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效果
也非常明显：通常以眼周围的局部取穴为主要取穴部位，并且
配合辨证远端取穴。以针刺的方法治疗干眼症，不但可以对泪
腺主动分泌泪液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可以有效地提高泪膜的稳
定性，促进患者的自觉症状的恢复，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针灸
作为治疗该症的重要治疗方式，结合本人的经历，笔者觉得：
选择上、下泪点、泪腺附近的解剖位点进行上述穴位进行针刺，
比起传统的单纯穴位刺穴，有着更加良好的效果。
明目地黄丸是一种建立在传统经典药剂六味地黄汤基础
上的药物，融合了枸杞子、菊花、当归、白芍、白蒺藜、石决
明等中草药组合成的。服用明目地黄丸，能够促进泪液的正常
分泌，增强泪膜的恢复和稳定，促进患者自觉症状的改善。经
过研究发现，明目地黄丸对干眼症的症状改善确实有一定的促
进功效，特别是在对于视力疲劳的缓解，眼部干涩、胀痛感的

治疗前后差值

恢复方面有非常的改善。并且现代药理研究也发现，六味地黄
汤能够促进细胞免疫及抗体形成的恢复和改善。
针药结合对临床症状的改善作用：通过对以往的针灸临床
进行观察，可以发现针刺能够治疗干眼症，对于短期的症状改
善有明显的作用，但是对于远期疗效的持续，还要求患者长期
的随诊才可以维持。笔者在本研究中，收集了 60 例干眼症的
患者，并将其随机费城针药结合组和单纯针刺组，做对比观察。
在该研究中，通过临床的观察和证实，针药结合治疗能够明显
改善干眼症的临床症状和客观指标。对泪三针进行针刺，不但
能够增加泪液的分泌，还能够对泪液的稳定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可以保持正常的泪液代谢技能；另外，对局部的攒竹、太
阳两穴进行针刺，可以很好地强化局部的血液循环的左右。多
个穴位共同治疗，能够让津液获得补充，直至恢复正常，进而
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该研究对于疗效的观察只是单纯对于
治疗前后的短期疗效观察，结合以往的临床实践可以发现，针
刺的效果在短期比较有明显的反映，所以针刺对照组也是可以
观察到明显效果的。然而二者相比，在泪液分泌量与症状的改
善方面，针药结合组比单纯针刺组有更好的疗效。明目地黄片
有着滋肾、养肝、明目的功能。肝肾之阴经过经络，对眼部有
很好地滋养作用，让泪液获得持续的供给，提供了针刺加强泪
液分泌的基础，疗效更加突出。结合针灸和药物治疗，能够加
强泪液的分泌，促进泪膜的稳定性的提高，对患者自觉症状有
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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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结合针药结合对于干眼症治疗的临床效果可以发现，针药
结合治疗干眼症，能够明显改善泪液分泌量和临床症状，有着
更好的疗效，这也说明针药结合有着协同增效的功能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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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针多刺开络行气针法治疗顽固性湿疹 56 例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6 cases of obstinate eczema by acupuncture
王学利 1 张 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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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疹是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的表皮及真皮浅层的皮肤炎症性反应，以皮疹多形性，有渗出倾向，剧烈瘙痒，夜间
尤甚，易复发为特点。按皮损特点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和慢性湿疹。本篇讨论的为顽固性湿疹，多属于慢性湿疹，或者由
急性，亚急性湿疹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形成顽固性湿疹。其表现为患处皮肤浸润肥厚，表面粗糙，呈暗红色或伴色素沉着，皮
损多为局限性斑块。我们以中医脏腑辨证，经络辨证为主，结合气血津液辨证等其他辨证方法，辨证论治，运用浅针多刺开络行
气针法治疗顽固性湿疹 56 例，具体情况如下。
【关键词】 顽固性湿疹；浅针多刺开络行气针法
【Abstract】 Eczema is a kind of epidermis and superficial dermis skin inflammatory caused by varieties of factors. It has the
character of rash polymorphism, exudation tendency, intense itching at night and easy to recurrence. It contains acute eczema, sub-acute
eczema and chronic eczema according to the lesion featu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obstinate eczema, a kind of chronic eczema, which
also can be caused by recurrence of acute and sub-acute eczema or the uncured eczema. It makes the skin lesion with limitations of plaque
for infiltrating hypertrophy, surface roughness, dark red or associated with pigmentation. We use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meridian dialectic,combined with other ways such as blood and body fluids to try to cure it, meanwhile, we used shallow needle thorn
opened collateral Qi acupuncture method for 56 cases of obstinate eczema patients,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s as followed.
【Keywords】 Obstinate eczema; Shallow needle thorn opened collateral Qi acupuncture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8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情况
病例选自我针灸科门诊湿疹病例，共 56 例，其中男性病
例 23 例，女性病例 33 例。腹部 7 例，四肢 41 例，背部 8 例。
1.2 病例标准
临床表现为皮损多形性，局部皮肤浸润，肥厚，脱屑，暗
红色斑，呈苔藓样变，皮损顽固，慢性病程，病程长达数月，
甚至数年，瘙痒明显，反复发作。经治疗后，疗效不佳。
1.3 治疗方法
湿热证：皮损为潮红，肿胀，水疮，糜烂，边界不清，瘙

刺，形状如篱笆样，针尖与经络循行方向相反方向入针，针刺
深度 0.5～0.8cm，针与针之间约间隔 2cm，施针五到七排。围
刺法：沿皮损部位周围施针，顺时针捻转入针，针刺深度 0.5～
0.8cm。配合针刺肺经，大肠经，使用泻法，脾经，肾经，平
补平泻法。10d 为 1 个疗程，治疗 3～5 个疗程。
脾湿证：皮损黯淡不红，渗液少且清稀，可有淡黄色脱屑，
或以结痂浸润的斑片为主，面色无华，纳差，大便溏薄，小便
不黄或有腹胀，舌淡，舌苔薄白或白腻，脉缓濡或濡。治疗应
健脾利湿，活血化瘀。使用排针法平补平泻法：在皮损部位沿
经络循行方向直刺，形状如篱笆样，针刺深度 0.5～1.0cm，针

痒剧烈，伴有胸闷，纳呆，心烦，口渴，大便秘结，小便黄赤，

与针之间间隔约 2cm，施针五到七排。围刺法：沿皮损部位周

舌苔薄黄腻，脉滑数。治疗应清热除湿，活血化瘀。使用排针

围施针，直刺入针，针刺深度 0.3～0.6cm。配合针刺脾经，肾

法泻法：在皮损部位沿经络方向施斜刺，形状如篱笆样，针尖

经补法，膀胱经，三焦经泻法。1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3～5

与经络循行方向相反方向入针，针刺深度 0.5～0.8cm，针与针

个疗程。

之间约间隔 2cm，施针五到七排。围刺法：沿皮损部位周围施

血虚证：病程日久，反复发作，皮肤肥厚粗糙，色淡红，

针，顺时针捻转入针，针刺深度 0.5～0.8cm。配合针刺脾经，

或呈苔癣样变，色素沉着，阵发性瘙痒，色淡红，舌苔薄白，

肾经，膀胱经，平补平泻法。10d 为 1 个疗程，治疗 3～5 个疗

脉濡细。治疗应养血润燥，活血祛风。使用排针法补法：在皮

程。

损部位沿经络循行方向斜刺，形状如篱笆样，针尖与经络循行
风热证：皮损以红色丘疹为主，剧烈瘙痒，常抓破出血，

方向同方向入针，针刺深度 0.5～1.0cm，针与针之间间隔约

渗液不多，舌红，舌苔薄白或薄黄，脉弦带数。治疗应疏风清

2cm，施针五到七排。围刺法：沿皮损部位周围施针，逆时针

热，化瘀除湿。使用排针法泻法：在皮损部位沿经络方向施斜

（下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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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电穴位刺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IF electric acupoint stimulation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323.3+3

文献标识码：A

刘素霞
郑州，450016）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33-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频电穴位刺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2010 年～2012 年 8 月间收治于我院的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0 人，观察组采用中频电穴位刺激治疗，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
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同时记录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直腿抬高试验情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9.0%，对照组总有效率 92.0%，
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直腿抬高试验中，观察组疗效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中频电穴位刺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效果明显，值得临床应用。
【关键词】 中频电穴位刺激；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ith IF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Methods: 200 lumbar disc herniation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0 to August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F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comparing the treatment effects in the two groups. Recorded the
situation for the elevation test of straight leg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9.0%, and 92.0%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 (P<0.01)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o did in the straight leg raising test.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was great for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IF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Keywords】 IF electric acupoint stimulation; Lumbar disc herniation;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19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腰腿疼常见的原因之一。腰腿疼的发生
率在轻体力劳动者中占 53%，在重体力劳动者中占 64%，而
35%的腰腿疼患者可发展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严重影响人们的
日常生 活和工 作 [1] 。我 科从 2010～2012 年应用日本产的
SD-21V，50/60Hz，AC100V，刺激穴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100
例，收到良好疗效，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0 年～2012 年 8 月间我院康复科的门诊患者和住院患
者共 200 例，均有腰痛及下肢放射痛，活动受限，咳嗽和排便
时疼痛加重。查体有棘突及棘突旁压痛，患侧直腿抬高试验及
加强试验阳性，伴肌力、感觉和反射改变，腰椎 CT 或 MRI
提示相应节段的腰椎间盘突出。排除结核，肿瘤和非椎间盘造
成的腰腿疼。按 MCKENZIE 分型标准均为椎间盘后突移位综
合症，髓核向后或侧方移位采用编号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每组各 100 例。对照组男 49 例，女 51 例；年龄 22～
71 岁，平均（44.1±15.4）岁；病程 3d～6 年；病变位于 L3-4
14 例，L4-5 29 例，L5-S1 11 例，L3-4 及 L4-5 20 例，L4-5 及
L5-S1 18 例，L3-4、L4-5 及 L5-S1 8 例。观察组男 52 例，女
48 例；年龄 19～75 岁，平均（46.2±17.3）岁；病程 2d～7
年；病变位于 L3-4 12 例，L4-5 30 例，L5-S1 10 例，L3-4 及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包括牵引、针灸、推拿、拔罐等治
疗，同时保证适当的卧床休息。所有治疗均按各疗法常规进行，
1 次/d。
观察组采用中频电穴位刺激治疗，采用日本产的 SD-ZIV，
50～60Hz，AC100V 刺激穴位，量的大小因人因部位有所不同，
一次 30min。按照中医经络和相关穴位治疗。取穴包括腰部的
夹脊穴、八髎、环跳、委中、风市、殷门、阳陵泉、腰阳关、
大肠俞、秩边、居髎、承扶、承筋、承山、悬钟、昆仑、阿是
穴、奇穴等等，随证根据中医辨证取穴。一般每次选 8 穴，重
症可选 12 穴。刺激 30min，10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隔 1～2d。
1.3 疗效评定标准
临床治愈：腰腿疼症状消失，腰部活动正常，直腿抬高试验
大于 70°，能恢复正常工作；①显效：腰腿疼症状明显减轻，下
肢放射痛消失，直腿抬高试验 60°～70°，能恢复轻体力工作；
②有效：腰腿疼症状减轻，能下床直立行走，直腿抬高试验小于
60°，生活自理，不能工作；③无效：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
1.4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配对 t 检验，登记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
2

结

果

治疗 3 个疗程后，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

L4-5 20 例，L4-5 及 L5-S1 16 例，L3-4、L4-5 及 L5-S1 12 例。
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病变部位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表 1）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直腿抬高试验结果比较（见表 2）
。

义，具有可比性。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观察组治愈 70 例；平均治

观察组起效时间为（6.3±1.3）d；对照组为（8.1±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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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时间为（15.0±5.4）d；对照组治愈 52 例，平均治愈时间为

（30.8±9.7）d，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n）
组别

n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100

70

23

6

1

99.0

对照组

100

52

24

16

8

92.0

注：两组疗效比较用 Ridit 分析 P<0.01。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直腿抬高实验比较（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00

40.25±12.25

77.75±5.77

对照组

100

46.10±20.85

72.40±5.9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1。

3

讨

论

据现有研究报道，腰椎间盘突出症所致根性疼痛的原因主
要有下列因素：破裂的椎间盘组织产生化学刺激及自身免疫反
应使神经根发生炎症；突出的髓核压迫或牵张已有炎症的神经
根，使其静脉回流受阻，进一步加快水肿。从而使疼痛的敏感
性增高；受压的神经根缺血[2]。三种原因相互关联，难以分开。
对照组用的是常规的治疗方法，而观察组用的是中频电，不但
有拔罐的效果，还有电刺激穴位的效果，能消炎止痛，改善局
部血液循环，松解粘连，减轻神经根及周围组织瘀血水肿，促
进炎症渗出物吸收，从而减轻疼痛麻木，对于急重症者有立竿
见影的效果。
这种方法不但减轻了拔罐时的痛感，而且也没有针灸时
的痛感和惧怕感，并且吸附于一定的穴位，取得了双重的效

周围组织的代偿作用，有利于埙伤的神经突出再生，为建立
新的运动通路创造条件 [3]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比对照组
见效快，疗效佳。
总之，中频电穴位刺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很好的
治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胥少订,葛宝丰,徐印坎.实用骨科学(2 版) [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9,1507
[2]吴在德,吴肇汉主编.外科学(6 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876
[3]成先柄,徐凤芝.低频电穴位刺激并运动疗法治疗脑外伤偏瘫 116 例[J].华
理疗杂志,2001:24;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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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根据中医“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将随证
取穴治疗，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相协调，可起到调和气血，
疏通经络，通达表里，营养全身的功效，促进病灶的修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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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入针，针刺深度 0.5～1.0cm。配合针刺心经，肝经，脾经

基，增强抗氧化能力，改善和调节自由基代谢平衡，从而提高

补法，三焦经，膀胱经泻法。1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3～5 个疗

慢性顽固性湿疹的临床疗效。针灸在治疗顽固性湿疹方面有着

程。

重要的作用，在明代医家喻昌所著的《医门法律》一书中，专

2

结

果

痊愈 46 例，好转 8 例，无效 2 例，痊愈率 82%，有效率
96%。
3

讨

门对络脉进行了论述，详细论述了络脉的分类，作用以及与十
二经脉，奇经八脉的关系，同时指出，络脉有沟通表里经脉气
血，加强阴阳经脉之间联系的作用。浅针多刺开络行气针法，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可以由表及里，调整脏腑阴阳平衡，疏

论

经通络，活血补气，行气化瘀，除湿排毒。浅针多刺可疏通浅
表络脉，鼓舞正气，防止外邪侵入，开络行气可调理脏腑功能，

中医认为，本病的主要病机施由于禀赋不耐，饮食失节，

健脾强心，驱除体内湿毒，以达到康复疾病的目的。

或过食辛辣刺激荤腥动风之物，脾胃受损，失其健运，湿热内
生，又兼外感风邪，内外两邪相搏，风湿热邪浸淫肌肤所致。

参考文献：

其中湿为主要因素，因湿邪黏腻，重着，易变，故患者易反复

[1]高希言.针灸医籍选.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77

发作，久治不愈，久而久之，气血运行受阻，易形成血瘀。治

[2]谭新华,何清湖.中医外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744

疗以祛湿为主，配合健脾，祛风，活血，养阴等方法。近年来
许多研究发现慢性湿疹存在氧自由基的损伤，自由基的大量堆
积产生了一系列的血瘀症状，活血化瘀可以通过清除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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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刺配合 TDP 照射治疗胫骨骨膜炎 32 例
Treating 32 cases of tibial periostitis by topical row prick plus
TDP irradiation
李 静 王建诚 杨罡辉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体育医院，浙江 萧山，311231）
中图分类号：R32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35-02

【摘 要】 目的：观察局部排刺配合 TDP 照射治疗胫骨骨膜炎的疗效。方法：在患者小腿中段前内侧部位，指压寻找痛
点，用一次性无菌针灸针，在痛处范围上下 1cm 处进针，形成左右间隔 1cm，上下间隔 0.5cm 的排刺，配合 TDP 照射 30min。
结果：总有效率 100%。结论：局部排刺配合 TDP 照射治疗胫骨骨膜炎临床效果明显，可应用于临床实践。
【关键词】 排刺；TDP 照射；胫骨骨膜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topical row prick plus TDP irradiation in treating tibial periostitis. Methods: In the
medial part of patients’ middle calf, find the pain point, then needled into the scope of the up and down 1cm with disposable sterile
acupuncture, forming the rows prick plus the TDP irradiation for 30min to treat with the pain spo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was 100%.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tibial periostitis by topical row prick plus TDP irradiation has a obviously clinical
efficacy which can be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Row prick; TDP irradiation; Tibial periost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0
竞技体操项目运动员，由于跑跳、蹬跃等下肢专项训练较
多，且多为年龄偏小的青少年运动员，容易发生胫骨骨膜炎。
2007 年 8 月～2012 年 12 月间，笔者采用局部排刺配合 TDP
照射，治疗体操专业运动员胫骨骨膜炎 32 例，取得满意疗效，

个疗程。治疗期间运动员暂停跑跳训练。
2

2.1 疗效标准
①显效：局部疼痛消失，压痛消失，步态正常，能够参加

现报告如下。
1

疗效标准与结果

体操专项训练，随访 3 个月未复发。②有效：局部疼痛、压痛

临床资料和方法

缓解，步态正常，能够参加基本体操训练，但当训练强度增大
时，局部仍有酸胀不适感觉。③无效：治疗前后症状无改变。

1.1 一般资料
本组 32 例，均为本省青少年体操专业运动员，其中男性 14

2.2 治疗结果
显效 23 例，占 71.9%；有效 9 例，占 28.1%；无效 0 例。

例，女性 18 例，年龄最小 12 周岁，最大 20 周岁，平均年龄 15
周岁。病程最短 1 个月，最长 1 年 6 个月，平均为 4 个月。

总有效率 100%。治疗时间最短为 1 个疗程，最长为 4 个疗程，

1.2 诊断

平均 2 个疗程。

要点均符合胫骨骨膜炎诊断依据[1]，主要临床表现为小腿
中下 1/3 内侧方处疼痛肿胀，初期局部软组织有轻度肿胀，休
息后常可消失，若继续参加强度较大的蹬跃运动，疼痛逐渐加
重，部分运动员有夜间疼痛，个别严重者有跛行。早期 X 片上

3

讨

论

3.1 分析病因
①胫骨的解剖较特殊，胫骨前内侧仅有骨膜相连的深筋

常无阳性表现，疼痛反复发作者胫骨内侧骨膜增生 ，骨皮质

膜，当深筋膜长期受到牵拉，易损伤并直接波及附着的骨膜。

密度均匀无破坏。

②本案患者发病时间多为冬季，正值运动员冬训阶段。为发展

1.3 治疗方法

专项难度需要，运动员的跑跳及空翻难度加大，下肢训练时间

[2]

患者仰卧位，指压探寻患处局部压痛点，指下感觉多为细

延长，胫骨局部肌肉紧张痉挛，致附着处骨膜长期受到牵拉，

小颗粒状，附着在胫骨骨膜表面。取 75%酒精棉球消毒局部皮

产生无菌性炎症。③本案患者多为年龄偏小的青少年运动员，

肤，选用苏州天协针灸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0.25×25 无

机体协调能力较差，落地缓冲技术要领掌握不全，加上机体正

菌针灸针，在距离病变范围上下 1cm 处进针，形成左右间隔

气未充，过量运动量易耗伤气血，肌肉失去荣养，易不荣而痛，

1cm，上下间隔 0.5cm 排刺，针尖到达胫骨骨膜表层。接着用

最终产生疲劳性骨膜炎。

重庆华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CQJ-12 型 TDP 红外线治疗

3.2 诊治原理

仪照射 30min。1 次/d，5 次为 1 个疗程，休息 2d 后再进行下

中医学认为胫骨骨膜炎，属于“痹症”范畴，是由于劳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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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风寒湿侵入下肢经脉，致使脉络受损，气滞血瘀，不通

节和肌肉群，并且掌握好蹬地落地缓冲技术，不能在硬地板上

则痛；加上少儿身体发育未完全，机体正气未充，长时间大运

做过多跑跳运动。其次每次训练结束后，适时冰敷和牵拉下肢

动量训练，易致气虚，不荣则痛。运用排针法密集针刺患处局

肌肉群，一旦发现发现局部肿胀及疼痛，及时告知队医和教练

部，可以疏通局部经络，活血化瘀，配合 TDP 红外线照射，

员，及早接受治疗和调整下肢训练量，从而达到预防为主，治

可以温养经脉，增加局部血液循环，共同达到，舒经活血，通

疗为辅，医训结合，从根源上解决运动员这一多发运动性伤病。

络止痛的功效。故运用局部排刺配合 TDP 照射疗法，患者两
周内均可愈合，治疗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4

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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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疮穴位挑刺在痔疮治疗与预防复发中的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acupoint pricking in treating hemorrhoids and
relapse prevention
黄 辉
（湖南省冷水江市岩口镇卫生院，湖南 冷水江，4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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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痔疮穴位挑刺在痔疮治疗与预防复发中的作用；方法：选取我院 2008 年 3 月～2010 年 6 月 220 例
痔疮患者，随机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穴位挑刺，对比分析两组疗效；
结果：痔疮穴位挑刺治疗后患者 2 周和 4 周治愈率和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术后生活质量较对照组明显高
（P<0.05），术后观察组痔疮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痔疮穴位挑刺治疗痔疮，具有有效率高，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减少患者复发率等优点，可以在临床上推广。
【关键词】 痔疮穴位挑刺；痔疮；治疗；复发；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ects of acupoint pricking in treating hemorrhoids and relapse prevention; Method: 220
patients with hemorrhoids from March 2008 to June 201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he prick points; Result: The cure rate and efficien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P<0.05) than control
group, the relaps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obviously (P<0.05)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Acupoint prick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and be worthy of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Hemorrhoids acupoint pricking; Hemorrhoids; Treatment; Recurrence;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1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工作的需要而长期久坐、个人卫生

女 45 例，年龄为 20～60 岁，平均（38.9±6.5）岁，病程为 1～
16 年，平均为（6.5±1.1）年，其中内痔 25 例，外痔 20 例，

不良，饮食习惯不良以及精神压力过大等原因，均增加了痔疮

混合痔 65 例，临床症状主要以肛门疼痛、便血、便时肛内有

的发生率。痔疮是人体直肠下端粘膜和肛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

物脱出、便秘为主，对照组男 60 例，女 50 例，年龄为 20～60

扩张和屈曲形成的静脉团[1]。是一种慢性疾病，临床上分为内

岁，平均（38.9±6.5）岁，病程为 1 年～16 年，平均为（6.5

痔、外痔和混合痔 3 类，常可引起肛周皮肤脱出、坠胀、疼痛、

±1.1）年，其中内痔 27 例，外痔 18 例，混合痔 65 例，两组

红肿、便血以及反复感染等不适，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

患者在治疗前其年龄、性别、疾病类型以及病情的严重程度等

1.1 一般资料

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选取我院 2008 年 3 月～2010 年 6 月 220 例痔疮患者，所
有患者均符合中华中医药学会痔疮诊断标准，并排除了直肠肿
瘤患者，随机平均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其中治疗组男 65 例，

1.2 方法
1.2.1 治疗组
患者取俯卧位，找到关元、脊中、承山、会阳、二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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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肾俞、百会、大肠俞、飞扬穴及阿是穴，穴位局部常规消

本消失，但仍存在，肛镜下仍可见痔块存在，但较治疗前明

毒，根据患者体格胖瘦选择钢针，痔穴特征为棕褐色或者灰白

显减小，大便时无肿块脱出；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痔块

色，少数呈暗红色，较皮肤稍高，压之无腿色，予以穴位挑刺，

无缩小。

每隔 2d 针刺一次，疗程为 2 次。

2

1.2.2 对照组
对痔疮患者给予常规手术治疗，外痔采用“v”形切除术，
内痔使用缝扎术、注射术等，术后给与抗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
1.3 疗效评价标准[2]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肛肠科病证疗效标
准》判定。治愈：治疗疗程后临床症状如便血、疼痛、脱出、
便秘等完全消失，充血水肿的痔块消失；显效：临床症状基

结

果

2.1 两组疗效对比
从表 1 可见，对照组治疗 2 周和 4 周后，有效率分别为
59.09%和 67.27%，治疗组治疗 2 周和 4 周后有效率为 88.18%
和 90.00%，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 2 周与 4 周后，治疗组
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患者配合实施痔疮穴位
挑刺后效果显著。

表 1 两组疗效对比
组别

时间

对照组

治疗组

痊愈

显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 2 周后

35

30

45

59.09

治疗 4 周后

38

36

36

67.27

治疗 2 周后

50

47

13

88.18

治疗 4 周后

56

53

11

90.00

2.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疗组均较观察组高，可见痔疮穴位挑刺可明显改善患者术后生

从表 2 可见两组患者痔疮治疗后生活质量表各项评分，治

活质量，减轻患者因痔疮引起的痛苦，显著改善患者预后。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情况
分组

总体健康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对照组

75.43±5.32

73.23±6.73

73.24±4.41

73.23±4.48

72.47±4.26

72.63±5.37

72.44±4.56

75.46±3.98

治疗组

80.13±6.43

80.53±7.07

80.16±5.46

81.24±4.94

82.42±3.75

80.45±4.56

78.45±3.97

78.12±4.92

2.3 随访复发情况
随访 2 年后发现治疗组复发例数为 15 例，对照组复发例
数为 35 例，可见对照组较治疗组复发率明显高于治疗组
（P<0.05）
。
3

讨

论

痔疮占所有肛肠疾病的 87.25%，任何年龄段均可发病，其
中以中年期居多，且女性的发病率略高于男性；且有随着年龄
增长而逐渐加重的趋势[3]。痔疮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是由
于久坐、久行、久泻、妊娠、便秘、房事过度、情绪不畅、忍
精不泻等综合因素下造成，主要症状是便血、脱出、肛区疼痛、
瘙痒等，同时还可基于本身疾病诱发，如长期便秘、前列腺肥

血液淤积，从而消除患者的病因。
《内经》中描述：
“宛陈则除
之”[6]，针刺以上穴位均有活血化瘀，通畅经络的疗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
，
且治疗组治疗后生活质量表各项评分治疗组均较对照组高，可
见痔疮穴位挑刺可明显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减轻患者因痔
疮引起的痛苦，显著改善患者预后。且术后对照组较治疗组复
发率明显高与治疗组（P<0.05），可见痔疮穴位挑刺后可显著
改善患处血液循环，防止血液淤滞，从而减少痔疮的发生。
综合上述，可见痔疮穴位挑刺治疗痔疮可提高治疗有效
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患者复发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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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脊疗法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hiropractic therapy on
treating infantile gasping diseases
袁锦权 卢金海 黄碧梅 文锐光 刘志伟
（河源市龙川县人民医院，广东 龙川，51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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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捏脊疗法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中的临床疗效。方法：治疗组选择 75 例在首次喘息发作缓解后的婴幼
儿给予捏脊疗法治疗 3 个月；观察组选 75 例口服玉屏风颗粒进行预防，3 月后观察疗效。结果：治疗组显效 60 例，有效 8 例，
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4.2%；对照组显效 55 例，有效 6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 85.2%。结论：通过捏脊疗法对婴幼儿喘息性
疾病首次发作进行早期干预，可增强患儿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减少喘息再次发作次数，再发症状减轻，从而达到减少
反复呼吸道感染发作几率。
【关键词】 捏脊疗法；推拿；喘息；反复呼吸道感染；毛细支气管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hiropractic therapy on infantile gasping diseases. Methods: 75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treated group and given chiropractic therapy for 3 months since the remittance of first pursiness, other 75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orally given Yupingfeng powder for prevention.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60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8 cases were effective, 3 cases were invali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4.2%. In the control group, 55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6 cases were effective, 10 cases were invali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85.2%. Conclusion: Chiropractic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infantile gasping diseases.
【Keywords】 Chiropractic therapy; Massage; Pursiness; Iterative respiratory infection; Bronchiol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2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如喘息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支

我们选取经病情评估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首次喘息

气管哮喘等在儿科的发病率高，且逐年增多，反复发作，病程

发作并住入我院儿科患儿，年龄 1～36 个月，随机分为治疗组

较长，缠绵难愈，还严重影响小儿的生长发育，给家庭带来较

和对照组各 75 人，其中治疗组男 40 人，女 35 人，年龄 2～34

大的经济负担。现代医学认为其发病与婴幼儿病毒细菌感染、

个月；对照组男 38 人，女 37 人，年龄 2～36 个月。其中病情

呼吸道解剖特点、过敏性体质有关系。中医认为主要责之于痰，

分轻、中、重度三级，分级标准参照哮喘急性发作严重度分

痰伏于内，外邪引发，壅于气道，使肺气宣发、肃降的功能失

级[1]，治疗组和对照组病情分度见表 1。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常。我们自 2011 年来采用捏脊疗法对首次喘息发作的患儿病

病程、病情程度等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情缓解期进行早期干预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P>0.05）
，具有可比性。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表 1 两组患儿病情轻中重比例
组别

轻度

中度

重（危）度

治疗组

49

20

6

对照组

47

23

5

1.2 诊断标准
主要参照《诸福棠实用儿科学》毛细支气管炎及喘息样
支气管炎诊断标准[2] 。年龄多在 1 个月～3 岁之间，可继发
于上呼吸道感染，肺部体征呼吸音增粗或减弱，呼气相喘鸣，

影。
2

治疗方法
对两组患儿，入院后急性期给予常规的抗炎、化痰平喘，

可有呼气延长，年龄越小，喘憋越明显，X 线摄片可呈现气

口服中药、雾化吸入及对症治疗，重症患儿予吸氧及全身糖皮

管支气管周围炎症征象或肺纹理粗，肺泡受累可有点片状阴

质激素等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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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治疗组

3.2 统计学方法

选择患儿在喘息发作缓解后给予捏脊疗法进行干预治

数据采用专业的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所

疗。捏脊疗法的操作方法：患儿俯卧床上，术者用双手的

有计数数据采用 t 检验，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握成半拳状，食指半屈，拇指伸直对
准食指前半段，然后顶住患儿皮肤，拇、食指前移，提拿

4

皮肤。自尾椎两旁双手交替向前，推动至大椎两旁，算作

疗效标准及治疗结果

4.1 疗效判定标准

捏脊一遍 [3] 。循环五遍后采取“捏三提一”法再捏脊五遍，

①显效：3 月内无喘息再次发作，6 月内无喘息再次发作；

完成后拇指指腹对肾腧、肺腧、风门等穴按揉至皮肤发红

②有效：3 月内月喘息再发 1 次，6 月内总发病 1～2 次，再次

即可。1 次/d，1 周 1 个疗程，休息一周进行第 2 个疗程，
连续治疗 3 个月。

发作喘息症状较前减轻；③无效：3 月内发作大于 2 次，六月

2.2 对照组

内总发作大于 3 次，再次发作症状加重。
4.2 治疗结果

患儿在喘息发作缓解后给予玉屏风颗粒（广东环球制药有

治疗 3 个月后，剔除未能服药及进行有效捏脊疗法的无

限公司，1 袋/次，3 次/d）进行预防，治疗时间为两周，停两

效病例治疗组 6 例、观察组 7 例，评价疗效。治疗组显效

周后再治疗两周，共 3 个月。

50 例，有效 15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94.2%。对照组

两组疗程均为 3 个月。
3

显效 39 例，有效 20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86.7%。两组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组优于

3.1 观察指标

对照组。见表 2。

观察患儿喘息缓解后有无再发喘息及再发次数，再发时喘
表 2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观察比较
组别

无效病例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

69

50

15

4

94.2

对照组

7

68

39

19

10

85.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5

讨

预，可增强患儿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减少喘息再次

论

捏脊疗法是通过捏、按、揉脊背经络、穴位以治疗全身疾
病的方法，是中医儿科传统的推拿疗法，又称为捏背、提脊，
属中医外治法范畴。中医经络学说认为人的机体依靠经络系统
的联络沟通来保持相对的协调统一，完成正常的生理活动，当
脏腑功能失调时也可通过经络由里达标，在相应的体表部位出

发作次数，再发症状减轻，病情容易控制，从而达到减少反复
呼吸道感染发作几率。该疗法操作简便，疗效可靠，安全方便，
无任何毒副作用，不受设备、医疗条件限制，有良好的临床应
用前景。
参考文献：

[4]

现不同的症状和体征 。人体的脊背与经络有着密切的关系，
足太阳膀胱经和督脉均在脊背上下巡行，督脉总督六阳经脉，
足太阳膀胱经多为脏腑背腧穴所在经脉，捏脊疗法主要是通过
对督脉和膀胱经及相应脏腑腧穴的按揉，通过经络系统和五脏
六腑联系，起到运行气血，濡周身，抗御外邪，保卫机体的作
用。现代医学阐明，人体的自主神经节、神经干主要分布于脊
柱两侧。捏脊疗法通过对这些神经节、神经干的刺激，借助复
杂的神经、体液因素，整体地双向地调整内脏功能，从而达到
治疗目的[5]。捏脊疗法疗效确切，目前临床广泛应用于治疗小
儿消化、呼吸、泌尿系统疾病。小儿喘息性疾病如喘息性支气

[1]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呼吸组.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J].中华儿
科杂志, 2008.10(10)745-750
[2]胡亚美,江载芳,等.诸福棠实用儿科学[M].7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1)172-119
[3]王萍芳,朱大年,等.中医儿科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67
[4]孙国杰,等.针灸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5-16
[5]华新宇.捏脊疗法的临床应用[M].按摩与导引,2002:18(5):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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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炎、毛细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在儿科的发病率高，是导
致婴幼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因素，本组研究中我们通过对
婴幼儿首次喘息发作的患儿病情缓解期进行捏脊疗法早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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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经通络针法初探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WenJing Tongluo acupuncture method
祁福君
（内蒙古西乌旗医院，内蒙古
中图分类号：R245.31

西乌旗，026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40-02

【摘 要】 目的：总结温经痛络针法在骨科门诊使用效果。方法：选择门诊使用温经痛络针法治疗患者 73 例，通过观察选
穴方法，针刺手法总结经验。结果：温经痛络针法治疗效果优良，简便快捷。结论：温经痛络针法的效果依赖针刺手法和针感。
【关键词】 温经通络；针感；针刺手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generalize clinical effects of “Wenjing Tongluo” acupuncture technique in treating orthopedic disease.
Methods: 73 patients received acupuncture treatment, summarized lessons by observing techniques of choosing points as well as
acupuncture technique. Results: The treatment efficacy was great and it was easy to be operated. Conclusion: The effects of “Wenjing
Tongluo” acupuncture depends on acupuncture technique and needling sensation.
【Keywords】 Wenjing Tongluo; Needling sensation; Acupuncture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3
温经通络针法是传统针灸治疗方法在临床的创新应用。该

10 月 12 日，因右食指红肿热痛两周，口服“消炎药”无效来

方法可以使患者病区自觉发热，对急慢性软组织损伤，风湿寒

诊。查局部皮温稍高，血象 WBC12000/mm3。患者要求静脉输

性关节疼痛有优良效果。选择使用温经痛络针法治疗的 73 例

液，我们推荐针灸治疗试试。右迎香一针，泻法。留针 1h。针

患者，效果优良。现总结如下。

入痛轻，0.5h 后觉左食指发热逐渐明显。扪之皮温如前。次日

1

病例资料
患者年龄最大 76 岁，最小 17 岁，平均 46 岁。男性 26 例，

来诊，红肿大消，痛轻微。三次愈。
足跟痛案 1，2001 年 3 月，患者乙，女，41 岁。左足跟痛
两年，间断发作，三月前加重，跛行。左足 X 线示：扁平足，

女性 47 例。病史最长 12 年，最短 30min。足跟痛 20 例，肩周

跟骨下缘轻微骨质增生。触诊见跟骨正中硬质结节，压痛。余

痛 4 例，膝关节外伤 12 例，膝关节周围慢性疼痛 21 例，手指

无压痛。诊断：跟下跖腱膜劳损。于右手足跟痛点针刺。补法。

外伤 2 例，痛风 1 例，肱骨内外髁炎 3 例，足柘部外伤 3 例，

针入痛止。用力跺脚时有轻微疼痛。10min 后足跟发热渐至全

踝外伤 5 例，腕损伤 2 例。疗程最长 35 次，最短一次愈，平

足，持续两小时渐消。15 次痊愈，至今未复发。

均 8 次。
1.1 选穴原则
一般采用如下方法：①同经首尾穴或同号穴，如二号穴云
门和倒数二号穴鱼际。②同侧表里经首尾穴，如迎香，少商。
③手足同名经穴或同号穴如腕骨京骨。④同名经手足左右交叉
取穴，
（X 交叉取穴）
。⑤左取右右取左，前取后后取前，巨刺
繆刺等，痛点对应点不需要一定是经穴位置。
1.2 针刺手法
温补手法：紧守酸沉感，捻转时轻提重按，操作 1～3min，
留针 0.5h。可每隔 10min 行针一次。
清泻手法：紧守酸沉感，用指甲挂针柄泻法或捻转之中重
提轻按。
平补平泻，直刺进针，只捻转不提插。
针刺手法注意事项：提插手法幅度要小，瘦人不超过 2mm，
胖人不超过 5mm。操作过大酸沉感容易消失，刺激过强感觉就
不是酸沉而是麻胀或胀痛了

足跟痛案 2，2010 年 4 月，患者丙，男，18 岁。自两米高
处跳下，足跟疼痛 3d。跟骨各位置压痛，拒按。无红肿发热。
X 线无异常。诊断跟痛症。予桃红四物加乳没三七元胡煎水外
洗。针灸双掌足跟痛点。泻法。针入痛轻，双足跟发热。15min
后疼痛加重，甚至不能站立。针后 1h 热退（自觉发热，皮温
不高）
，2h 痛轻。第 3d 疼痛豁然而消。用力跺脚稍痛。治疗五
次痊愈。
膝痛案 1，2003 年 3 月，患者丁，女，54 岁。身高 151cm，
体重 76 公斤。双膝痛 10 年，X 线片显示：双膝关节退变，膝
内翻，关节内游离体等。跛行，遇冷腿疼加重。近日变天，腿
疼尤重并觉双下肢冰冷。棉衣狗皮护膝仍不觉温。诊断：双膝
OA，寒湿型。针灸双曲池温补手法，膝关节六合穴两组穴位
交替针刺。1 组/d。曲池入针 15min 觉双膝发热，逐渐膝下至
足。一周冰冷全消。继续针灸，月余愈。三年后复发。
膝痛案 2，2006 年 11 月，患者戊，女，36 岁。行走冰面
时不慎滑倒。右膝内侧痛不可按。触之稍肿，皮温不高。侧方

2

病案举例
食指末端疼痛案：患者甲，男，38 岁，蒙古族。1997 年

挤压＋。诊断右膝内侧副韧带损伤。针左曲池曲泽，平补平泻。
针入痛止，5min 觉右膝发热。两次愈。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6 期

3

结

-41-

论

不要麻胀感，不要循经感传。患者病区感觉首先出现的是疼痛

本治疗方法是选用特殊穴位特殊手法，使患者自觉患病部
位发热，所以针感起决定性作用。针感包括下针后的医生手感
和患者感觉两部分。医生针下感觉尤为重要，它决定了针刺的
手法补泻方案。而患者的针刺感觉是医生判断治疗方案和预后
的重要指标。现就温经通络针法涉及到的针感总结如下。
针感 1，针刺后医生手下感觉及行针手法：①针下不紧不松，
不吸不顶，不急不涩，徐徐和缓如绵，“谷气来也徐而和”，这
是经络正气，酌情补之，不可轻泻。手法一般用温补法。②针
下感针被紧束，捻动不得，即“邪气来也紧而急”此为邪盛。
可根据邪正强弱采用先泻后补或先补后泻或泻而不补等手法。
针感 2，患者感觉分两部分。患者局部感觉以酸沉为主，

减轻，甚至是针入痛止，部分患者可能出现疼痛加重。接着出
现的是局部的温热感，面积逐渐增大，热度逐渐增加。但是皮
肤温度没有明显变化，只是患者的自我感觉。如无温热感，效
果稍差。也有患者几小时或几天后才出现病区发热感。如果患
部疼痛加重不要紧张，这是经络气血瘀滞不痛，这时更是治疗
的关键时期，守针续治，疼痛当可豁然而愈。
参考文献：
[1]王兆铭主编.中国中西医结合实用风湿病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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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针灸治疗颈肩腰腿痛疗效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neck shoulder lumbocrural pain by
balance acupuncture
鲁俊东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医院，广东 广州，511495）
中图分类号：R4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41-02

【摘 要】 目的：探讨平衡针灸对颈肩腰腿痛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我院在 2007 年 2 月～2011 年 12 月期间共接收诊治 100
例颈肩腰腿痛的患者，将其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50 例采取传统的针灸方法进行治疗，实验组 50 例采取平衡针灸进行
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首次临床疗效、3 周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对照组首次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84%、临床治愈率为 4%，
3 周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88%、临床治愈率为 68%；实验组首次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6%、临床治愈率为 10%，3 周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8%、临床治愈率为 84%，实验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结论：平衡针灸能够明显的提高对颈肩腰腿的临床治疗效果，是比较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应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颈肩腰腿痛；平衡针灸；传统针灸；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n treating neck shoulder lumbocrural pain by balance acupuncture. Methods: There
were 100 patients during February 2007 to December 2011,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50 cases) was treated by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50 cases) was treated by balance acupuncture, the
first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 3 weeks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reatment
effec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bviously superio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ere no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Balance acupuncture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in neck shoulder lumbocrural pain, it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method, it should be explicated in the clinical.
【Keywords】 Neck shoulder lumbocrural pain; Balance acupuncture;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4
颈肩腰腿痛主要是指由于慢性劳损和无菌性炎症导致的

我院在 2007 年 2 月～2011 年 12 月期间共接收诊治 100 例

病患部位疼痛、肿胀甚至是功能受限等症状的疾病，在临床中
比较常见。目前临床上主要采取针灸疗法，达到通则不痛的疗

颈肩腰腿痛的患者，均在相关临床检查并结合临床上拟定的颈
肩腰腿痛诊断标准得到确诊，其中男 60 例、女 40 例，年龄 25～

效。但是传统的针灸取穴较多并且扎针较痛，随着医学的进步，
平衡针灸的概念被发展并应用于该病的治疗，弥补了传统针灸

65 岁，平均（43±2.8）岁。将其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缺点[1]。本次研究对我院 50 例颈肩腰腿痛患者采取平衡针灸
疗法进行治疗，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报道如下。

（43±2.2）岁，病程 3 个月～4.5 年；实验组 50 例，其中男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照组 50 例，其中男 31 例、女 19 例，年龄 25～64 岁，平均
29 例、女 21 例，年龄 25～65 岁，平均（43±2.9）岁，病程 4
个月～4.4 年。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年龄组成及病情程度差
异不大，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可以进行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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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及疗效判断标准

上消失，有明显的好转，可以从事较轻的劳动，可以满足活动

1.2.1 方法

的自由性，功能几乎恢复至正常，为显效；治疗后疼痛有所减

对照组采取传统针灸的方法进行治疗。实验组采取平衡针

轻，临床症状有所改善，功能明显恢复存在轻微的障碍，为有

灸进行治疗：肩部疼痛选择针刺肩痛穴，采取交叉取穴的原则

效；临床症状及功能的恢复均无变化，为无效。

并且一步到位法；颈部痛选取针刺颈痛穴，采取交叉取穴的原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采用 x2 检

则并且一步到位法；腰痛选取针刺腰痛穴，采取定位取穴或者

验计数数据，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交叉取穴的原则并且一步到位法；肘痛针刺肘痛穴，采取交叉
取穴的原则并且一步到位法；臀痛选择针刺臀痛穴，采取交叉

2

取穴的原则并且采取提插针刺法；膝关节痛选择针刺膝痛穴，

结

果

采取交叉取穴并且一步到位法；踝关节痛选取踝痛穴，采取双

对照组首次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84%、临床治愈率为 4%，3

侧同时取穴原则并且一步到位法。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首次临

周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88%、临床治愈率为 68%；实验组首次治

床治疗效果、3 周治疗效果及临床不良反应。

疗的总有效率为 96%、临床治愈率为 10%，3 周的治疗总有效

1.2.2 判断标准

率为 98%、临床治愈率为 84%，实验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
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两组患者均

临床上的疼痛症状完全消失，可以活动自如，功能恢复至

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正常，并可以参加正常的工作，为治愈；治疗后临床症状基本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首次临床疗效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50 例）

2（4）

23（46）

17（34）

8（16）

84

实验组（50 例）

5（10）

30（60）

13（26）

2（4）

x2
P
3 周临床疗效

3

讨

96
4.325
<0.05

对照组（50 例）

34（68）

5（10）

5（10）

6（12）

实验组（50 例）

42（84）

5（10）

2（4）

1（2）

88
98

x2

5.311

P

<0.05

论

颈肩腰腿痛的常见多发病主要有颈椎病、肩关节周围炎、
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腰肌劳损、骨质增
生及踝关节软组织损伤等，对人们的生活及工作造成严重的影
响，甚至会产生功能障碍从而使患者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2]。
临床上给予止痛剂或针灸进行治疗，单纯的药物治疗不能从根
本上消除疼痛并且有药物副作用，而传统的针灸治疗具有诸多
弊端如所针痛、取穴多等，对于某些病人来说无法接受[3]。近
年来在传统中医学的基础上，借鉴吸收神经理论，提出并发展
了平衡针灸疗法，具有安全、简单、见效快等特点，逐步取代
了传统针灸的地位，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采取平衡针灸进行治
疗[4]。平衡针灸的核心思想主要是突显人体的平衡，
，激发自身
的物质及能量，以致促进机体状态实现良性转归。研究证实平
衡针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炎性介质的吸收及组织的恢复、

则，实行上病下取及左病右取，从而激发镇痛系统闸门的控制
功能以及脑内的镇痛系统，进而诱发吗啡受体或类吗啡样物质
的释放，最终提高了痛阈值并使水肿及激化反应减轻，一次性
的达到治疗的目的。
本次研究对我院 50 例颈肩腰腿痛患者采取平衡针灸进行
治疗，结果显示实验组的首次临床效果及 3 周临床效果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体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均无明显
的不良反应，有效地提高了其临床治疗效果，应在临床中推广
应用。
参考文献：
[1]王文远,毛效军,张利芳,等.平衡针灸治疗颈肩腰腿痛临床研究[J].中华中
医药学刊,2009,27(6):1202-1204
[2]李俊庆,宁梢凤,任朔.平衡针灸治疗颈肩腰腿痛 50 例[J].中国民间疗法,
2010,18(5):11

调整神经通道并松解组织粘连、提高组织痛阀等方式[5]。其主

[3]齐碧芳.平衡针灸治疗颈肩腰腿痛疗效分析[J].亚太传统医药,2012,8(3): 85-86

要原理[6]是临床医生通过针刺神经干或者神经支干，医生的指

[4]陈国献.平衡针灸疗法治疗颈椎病疼痛 50 例观察[J].浙江中医杂志,2011,

令性信息就通过这种刺激信号被准确快速的送往高级中枢系

46(5):323

统，进而调控指挥中心对此进行识别并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应激

[5]匡素君,吴业清,池学洋,等.平衡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5 例[J].中国民

性的调整高级中枢的指挥系统，进而调动中枢递质。可以改善

间疗法,2011,19(3):16

局部的血液循环及促进炎性介质的代谢、排泄并恢复神经生理

[6]张利芳,毛效军,王文远.平衡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腿痛 160 例[J].中国

功能。此次研究平衡针疗法主要是破坏疾病的“稳态”，从而

针灸,2008,28(8):596

唤醒并强化了人体自我治愈的潜能，大多采取交叉取穴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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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变应性鼻炎 19 例
Treating 19 cases of allergic rhinitis by acupuncture
王世宝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 91746 部队门诊部，北京，1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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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针灸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方法：19 例变应性鼻炎患者采用针灸治疗，1 次/d，10 次为 1 个疗
程。间隔 3d 行第 2 个疗程治疗，两个疗程结束后评价疗效。结果：治愈率为 89.5%，总有效率为 100.0%。结论：针灸治疗变应
性鼻炎的效果明显。
【关键词】 变应性鼻炎；针灸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allergic rhinitis. Methods: 19 patients with allergic
rhinitis were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treatment once a day, 10 times as a course. The second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arranged in 3 days,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after two courses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cure rate was 89.5%,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100%.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treating in allergic rhinitis was great.
【Keywords】 Allergic rhinitis; Acupuncture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5
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是变态反应性鼻炎的

2.2 操作及注意事项

简称，是发生在鼻腔的 I 型变态反应性疾病。以反复发作阵发

患者取坐位。针具用 0.30mm×40mm 毫针。局部皮肤消

性鼻痒、喷嚏、流大量清涕和发作时鼻黏膜苍白为特点。笔者

毒后，背部毫针与皮肤约成 40 度角向脊柱斜刺，每穴要求局

自 2008 年治疗的变应性鼻炎 19 例，总结报道如下。

部出现酸麻胀感为佳，根据病人背部肌肉厚薄决定针刺深浅，

1

临床资料

严防刺入过深造成气胸。迎香针向鼻翼 0.3～0.5 寸；印堂从上
向下平次达鼻根部，针感到鼻尖最好；通天穴针尖向面部方向，

1.1 一般资料
19 例为门诊患者，男 12 例，女 7 例；年龄最少 20 岁，最
大 51 岁；病程最短 2 个月，最长 3 年。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西医临床耳鼻咽喉科学》[2]和《临床诊疗指南耳
鼻咽喉外科分册》[3]中变应性鼻炎的诊断标准：①鼻痒、喷嚏、

以局部出现酸麻胀感为度；命门、肾腧、足三里、三阴交、脾
腧、气海均用补法；膈腧、太冲用泄法。治疗 1 次/d，留针 0.5/
次，每隔 10min 行手法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间隔 3d 行第
2 个疗程治疗，两个疗程结束后评价疗效。
3

流涕、鼻堵塞 4 大症状至少有 3 个。②检查见下鼻甲肿大或水
肿。③发病期鼻分泌物涂片嗜酸性粒细胞阳性。④变应原皮肤
试验或黏膜激发试验阳性；血清 IgE 升高。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诊断标准；②能够坚持规范治疗
1.4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诊断标准；②鼻腔存在器质性病变，如肿瘤、息
肉；③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及感染者；④伴有严重高血压及
糖尿病者；⑤伴有癫痫及精神病者；⑥凝血机能障碍者；⑦不
能坚持针灸治疗或治疗期间乱服药物者。
2

治疗方法

2.1 取穴
主穴取大杼、风门、肺腧、迎香、印堂、通天、合谷。肺

疗效观察
19 例患者经第 1 个疗程结束后痊愈 11 例，第 2 个疗程结

束后痊愈 6 例，症状明显缓解 2 例，治愈率为 89.5%，有效率
为 100.0%。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33 岁，翻译，2010 年 10 月就诊。病史：2

年前冬天因冷空气患变应性鼻炎，夏天吹空调冷风也经常发
作，发作时鼻痒、鼻塞、流清涕不已，面部皮肤发红肿胀。查
体及实验室检查：下鼻甲黏膜苍白水肿，鼻分泌物涂片嗜酸性
粒细胞增多，血清 IgE（＋）
。用抗组胺药、皮质激素类药治疗，
症状消失后遇冷空气再次发作，反复用西药（主要是抗组胺药、
皮质激素类药）和中药（用药不详）未能治愈。症见：腹胀、
肢困，舌质淡苔薄白有齿痕，脉细弱。中医辨证：肺脾气虚。

气虚只取主穴。肾气虚加命门、肾腧。脾气虚加足三里、三阴

针刺除主穴外，加脾腧、足三里、三阴交。背部穴位同时艾灸。

交、脾腧。气滞血瘀加气海、膈腧、太冲。风寒型背部穴位针

经 1 疗程结束后患者临床症状消失，停针灸 3d 行第 2 个疗程

后加灸。风热型只针不灸。

（下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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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治疗单纯性肥胖并发痛经 21 例
Clinical effect of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 on treating 21 cases of
simple obesity combined with menorrhalgia
潘娜娜 1 胡 静 1 李菊莲 2
（1.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2.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R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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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44-02

证型：GD

【摘 要】 目的：观察穴位埋线对肥胖性痛经的治疗效果。方法：对 21 例患者采用穴位埋线疗法治疗，3 个疗程后观察临
床疗效。结果：21 例中，痊愈 10 例，显效 7 例，有效 3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5.23%。结论：穴位埋线疗法对肥胖性痛经有
良好的减肥与调经止痛作用。
【关键词】 穴位埋线；肥胖症；痛经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 on menorrhalgia from obesity. Methods:
21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 The clinical effect was observed after 3 courses. Results: Among all 21
patients, 10 cases were cured, 7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3 cases were improved, 1 case was invali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5.23%.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 had good effects on obesity, mentruation regulation and odynolysis.
【Keywords】 Catgut implantation at acupoint; Obesity; Menorrhalg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6
肥胖病是一种常见的营养障碍性疾病，是指因热量摄入过

j.影响工作学习 1 分；k.用一般止痛措施不缓解 1 分；l.用一般

多或消耗相对减少，体内过量脂肪堆积而致体重过度增加的一

止痛措施疼痛暂缓 0.5 分；m.伴腰部酸痛 0.5 分；n.伴恶心呕吐

种异常表现，肥胖对全身各系统都可能产生不良影响，而对女

0.5 分；o.伴肛门坠胀 0.5 分；p.疼痛在 l 天以内 0.5 分；q.疼痛

性的危害更大，可致女性生殖内分泌紊乱，从而引发月经失调、

期每增加 1 天 0.5 分；r.重度：积分为 l3～l5 分；中度：积分为

不孕、痛经、子宫内膜癌等多种疾病。肥胖并发痛经是常见病

8～12 分；轻度：积分为 5～7 分。

症之一，从 2010 年 8 月～2012 年 5 月，采用埋线治疗肥胖并

1.3 病例选择
痛经发生在肥胖病之后，且之前未接受过任何减肥或痛经

发痛经 21 例，其临床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1 例肥胖患者均为本院门诊患者，年龄最小 17 岁，最大
40 岁，肥胖病程 4～18 年，痛经病程 3～14 年。中医辨证气滞
血瘀型 5 例，寒湿凝滞型 6 例，气血不足型 10 例。
1.2 诊断标准
1.2.1 单纯性肥胖病诊断标准
参照 1997 年全国第五届肥胖病研究学术会议修订的《单
纯性肥胖病诊断与疗效评价标准》[1]。
①体重指数（BMI）：超过 25 为肥胖的指标之一。体
重指数于 25～30 水平为轻度肥胖，30～40 属中度肥胖，>40
属重度肥胖。②肥胖度：肥胖度＝[（实测体重－标准体重）/
标准体重]×100%；成人标准体重（kg）＝[身高（cm）－
100]×0.9。
1.2.2 痛经诊断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局《中药治疗痛经的临床

治疗的患者。
2

治疗方法

2.1 辨证取穴
取中脘、天枢、带脉、三阴交、地机、次髎穴。
气滞血瘀加血海、中极；寒湿凝滞加中极、水道、归来；
气血不足加关元、气海、足三里。
2.2 治疗方法
患者取俯卧位或仰卧位，以碘伏进行局部穴位皮肤消毒，
按无菌操作将医用羊肠线剪成 0.5～1.0cm 等长线段，用镊子夹
取羊肠线从埋线针头前端推入针管；腰腹部及四肢穴位垂直进
针，背部穴位斜向脊柱方向斜刺进针，快速刺入穴位，待针下
有酸麻胀感，缓缓边推针芯边退针，把羊肠线留在穴位内，感
觉针芯下阻滞感消失时退出埋线针头，出针后，用消毒棉球按
压针孔 15～30s 以防出血，用输液贴贴于针孔部，并嘱患者于
治疗当日内埋线处勿沾水。每 15d 埋线 1 次，2 次为 1 个疗程，
连续治疗 3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疗效观察

研究指导原则》[2]。

3

1.2.3 痛经症状评分标准

3.1 疗效标准

a.经期及其前后小腹疼痛 5 分（基础分）
；b.腹痛难忍 1 分；
c.腹痛明显 0.5 分；d.坐卧不宁 1 分；e.休克 2 分；f.面色晄白

3.1.1 单纯性肥胖病疗效评定标准
参考 1997 年《单纯性肥胖病的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制

0.5 分；g.冷汗淋漓 1 分；h.四肢厥冷 1 分；i.需卧床休息 1 分；

订。见表 1。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6 期

-45-

表 1 临床症状体重下降体重指数
临床症状

体重下降

体重指数

临床痊愈

消失或基本消失

>80%

接近 26～ 27

显效

大部分消失或基本消失

30%～ 70%

下降≥4

有效

明显减轻

25%～ 30%

2≤下降<4

无效

无明显改善

未达到 25%

下降未达到 2

3.1.2 痛经疗效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局《中药治疗痛经的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近期临床治愈：治疗后腹痛及其它症状消失，
停针 3 个月经周期未复发，疼痛程度恢复“0”分者。①显效：

埋线疗法利用其特殊的针具与所埋之羊肠线，产生了较一般针
刺方法更为强烈的针刺效应，有“制其神，令其易行”和“通
其经脉，调其气血”的作用。
治疗选取中脘、天枢疏理气机，和胃健脾。带脉病候主要

腹痛明显减轻，其余症状消失或减轻，停针能坚持工作，疼痛

表现为约束无力所致各种弛缓、痿废诸证，而带脉约束，则肌

程度为治疗积分降低至治疗前积分的 1/2 以下。②有效：腹痛

肉紧凑，冲脉固，任脉调，胞脉得养；三阴交为肝脾肾三经交

减轻，其余症状好转，针灸治疗能坚持工作，疼痛程度为治疗

会穴，调理气血；地机为脾经郄穴，可疏通脾经经气而止痛；

后积分降低至治疗前积分的 1/3 以下。③无效：腹痛及其它症

次髎为治痛经经验穴，补益下焦。上穴配合，共凑降脂调经之

状无改变者。

效。中极为任脉经穴，可通调冲任二脉之气，行气散寒，活血

3.2 治疗结果

止痛；血海调和气血；归来通调经脉、温散寒邪；关元、气海

21 例中，痊愈 10 例，占总有效率的 47.62%；显效 7 例，
占总有效率的 33.33%；有效 3 例，占总有效率的 14.28%；无
效 1 例，占总有效率的 4.77%；总有效率 95.23%。
4

讨

论

肥胖多因过食肥甘、情志失调、禀赋异常等导致气滞血瘀、

暖下焦，温养冲任；足三里，胃经合穴，补益胃气以资气血生
化之源。
本观察结果显示，穴位埋线治疗单纯性肥胖并发痛经取得
良好疗效，且不良反应少，是目前理想的“绿色疗法”
。
参考文献：

痰湿凝滞、气虚阳衰，其病位在肝脾肾。痛经的发生与冲、任

[1]危北海,贾葆鹏.单纯性肥胖病的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J].中国中西医结合

二脉以及胞宫的周期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与肝肾亦有关

杂志,1998:18(5)

联。祖国医学认为痛经主要因“虚、寒”引起。寒凝则气滞血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局.中药治疗痛经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中

瘀，经行不畅，不通则痛，虚则气血运行无力，胞脉失养，不

国医药学报,1989,4(2):70-72.

荣则痛。而肥胖人之气虚、水湿、痰凝、气滞、血瘀是造成其

[3]任晓艳.穴位埋线的源流及其机理探讨[J].中国医药学报,2004:12

痛经的重要因素。
埋线疗法是多种方法和效应集中和整合起来，形成的一种
独特的治疗方法。首先，任晓艳[3]认为，埋线方法初期对人体
的刺激强，可以克服脏腑阴阳的偏亢部分，后期刺激弱，又可
以弥补脏腑阴阳之不足。这种刚柔相济的刺激过程，可以从整
体上对脏腑进行调节，使之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其次，

作者简介：
李菊莲（1964-），通讯作者，女，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潘娜娜（1984-），第一作者，女，侗族，广西柳州市三江县，2010 级
研究生，研究方向：针灸治疗内分泌代谢系统疾病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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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以巩固疗效。随访 2 年未复发。
5

体

会

AR 多因脏腑虚损，正气不足，而至腠理疏松，卫表不固，

培元，三阴交滋阴健脾，两穴伍用对脾气虚型变应性鼻炎疗效
显著。
AR 与过敏原、环境因素直接相关。常年性 AR 主要由室
内变应原引起，季节性 AR 主要由室外变应原如花粉引起。治

或脏腑功能失调，感受风邪，寒邪束于皮毛，阳气无从宣发，

疗期间尽量避免接触过敏原和冷热变化因素的刺激可缩短疗

侵犯鼻窍，肺气不得通调，津液停聚，肺窍壅塞而致。根据肺

程。对合并鼻中隔偏曲及鼻甲肥大患者必要时可手术治疗。

开窍于鼻，取大杼、风门、肺腧以协同调节肺脏之气，与鼻部
局部取穴相得益彰，针灸同时背部加灸能振奋经气，紧密腠理，

参考文献：

固表强卫，调肺之功更著。迎香为手足阳明经交会穴，祛风清

[1]石学敏.针灸治疗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741-743

热，宣通鼻窍。印堂属奇穴，通督脉之气，清头熄风，宣肺利

[2]田里,张燕平.中西医临床耳鼻咽喉科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窍。气海与肺气息息相关，能助全身百脉之沟通，增强免疫及

2012,54

防卫功能。合谷是手阳明大肠经原穴，肺与大肠相表里，宣肺

[3]中华医学会.临床诊疗指南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

通络利鼻。太冲是肝经腧穴、原穴，肝藏血，因此太冲主血。

版社, 2009,64-65

合谷—太冲伍用，一阳一阴相互促进，对气滞血瘀型鼻炎收效
快捷。足三里为足阳明经合穴，有强壮作用，补益气血，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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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治疗肥胖症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obesity by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麦尔亚
（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疆 塔城，834700）
中图分类号：R5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46-01
证型：GD
【摘 要】 目的：探讨穴位埋线治疗肥胖症的临床疗效。方法：观察组给予穴位埋线治疗，对照组给予针刺治疗。结果：观
察组、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6.87%、71.88%，两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穴位埋线治疗肥胖症，可取得理想
的治疗效果，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肥胖症；穴位埋线；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for obesity. Method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cupuncture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87%, and 71.88%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reating obesity by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achieved a great clinical effect,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 Obesity;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7
本研究采用 SPSS12.0 软件实施统计学分析，数据选择

我院于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3 月对部分肥胖症患者给予
穴位埋线治疗，其治疗效果较为明显，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 x ± s ）表示，组间比较进行 t 检验，P<0.01 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本研究共 64 例肥胖症患者，男 35 例，女 29 例；年龄 22～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8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1.88%，

44 岁，平均（29.47±3.61）岁。将 6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

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照组，每组 32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

（P<0.05）
，见表 1。

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1.2 方法
观察组给予穴位埋线治疗。取穴：主穴：气海、大横、中
脘、关元、天枢、水分。配穴：若为脾虚痰浊者，则可选择丰
隆、脾俞、阴陵泉及胃俞等穴位；若为胃肠实热者，则可选择
大肠俞、曲池、上巨虚、足三里、胃俞等穴位。操作。实施
注射式埋线，常选择 7 个左右的穴位，埋线前需进行消毒，之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2

24

7

1

96.87*

对照组

32

11

12

9

71.88

*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3

讨

论

后可选择 9 号一次性埋线针，同时应适当剪短 3-0 号可吸收羊

祖国医学认为，肥胖症主要为本虚标实，脾为主要病位，

肠线，并将其侵泡于生理盐水中。当这些可吸收羊肠线出现软

肾为次要病位[1]。穴位埋线是治疗肥胖症的重要方法之一，其

化后，可将其安放于埋线针管前端位置处，左手绷紧进针，缓
慢穿过部分皮肤，右手持针逐层刺入，得气后，需进行退针处
理，而在退针的同时应将肠线放置于皮肤组织内，待出针后，
必须于针孔位置处敷创可贴，每隔 14d 进行 1 次，需埋线 6 次
以上。
对照组给予针刺治疗。取穴：主穴与配穴均于观察组相同。
操作。对将其针刺的穴位进行消毒处理，缓慢进针，得起后，
需依据症状实施补泻，实可泻，虚可补，补泻结束后必须进行

通过穴位埋线，达到刺激俞穴的目的，使经络恢复平衡，提高
患者的脾肾功能，同时可以疏通经络，具备扶正祛邪的功效[2]。
本研究观察组给予穴位埋线治疗，对照组给予针刺治疗，其中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8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1.88%，观察
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
总之，对肥胖症患者给予穴位埋线治疗，可取得满意的治
疗效果，提高临床疗效，值得在临床医学中推广使用。

30min 的留针，1 次/d，1 个疗程为 2 周，1 个疗程结束后，休
息 3d，进入下 1 个疗程。

参考文献：

1.3 疗效评定标准

[1]孙改玲,赵喜新.平刺透穴埋线减肥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100 例[J].现代中

①显效：肥胖症状明显缓解，体重下降≥5kg；②有效：

西医结合杂志,2010,5(27):14-15

肥胖症状有所缓解，体重下降≥3kg；③无效：肥胖症状无变
化，体重未有变化或变化不大。
1.4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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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流注纳甲法配合飞腾八法治疗失眠 30 例
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nsomnia by the therapy of
Ziwu Liuzhu Najia and Feiteng method
张则信
（苍梧县中医院，广西 苍梧，543100）
中图分类号：R25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47-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子午流注纳甲法配合飞腾八法治疗失眠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失眠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治疗组采用子午流注配合飞腾八法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法进行治疗。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的
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3%，对照组为 83.3%。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P<0.05）差异。结论：子午流注纳甲法配
合飞腾八法治疗失眠疗效显著。
【关键词】 子午流注纳甲法；飞腾八法；失眠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Ziwu Liuzhu Najia and the Feiteng method in treating insomnia. Methods:
60 insomni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Ziwu Liuzhu Najia and the Feiteng method,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acupuncture treatment, compar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0.3%,
and 83.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Ziwu Liuzhu Najia and the Feiteng
method has a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reating somnia.
【Keywords】 Ziwu Liuzhu Najia method; Feiteng method; Insomn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8
失眠属于现代医学中的神经衰弱一病，在临床中是一种极

主穴：大陵神门印堂安眠配穴：心肾不交配心俞、肾俞，

为常见的病，是一种涉及面广、发生率高的睡眠障碍，失眠在

痰浊中阻配丰隆、脾俞，肝肾亏虚配太溪、肾俞、肝俞，肝阳

临床上以不易入睡，睡后易醒，醒后不能再寐，时寐时醒，或

上亢配太冲、足临泣、肝俞。心脾两虚配心俞、脾俞。

彻夜不寐为其证候特点，失眠相当于中医的不寐症，本人在临

操作方法：病人采取仰卧位，定穴位后，用碘酒或酒精进

床中采用子午流注针灸纳甲法配合飞腾八法治疗失眠 30 例，

行常规消毒，用 30 号 1.5 寸与１寸毫针快速刺入。针刺背部穴

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位时取俯卧位，针刺得气后，行平补平泻手法，不留针；虚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0 例失眠症患者均为我院针推科门诊 2008 年～2012 年门

用补法，实证用泻法，手法以浅刺轻刺激为主。配穴有背部穴
位时先针刺背部穴位，起针后再针刺头部及四肢的穴位，留针
30min。
1.2.2 子午流注组

诊病例，符合国家中医管理局 1994 年《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子午流注纳甲取穴法是采用针灸名家单玉堂的针灸子午

准》[1]，就诊时以不易入睡，睡后易醒，醒后不能再寐，时寐

流注纳甲法[2]，飞腾八法按常规取穴的方法，按患者就诊的时

时醒，或彻夜不寐为主诉，病例选择时排除存在严重躯体疾病、

间算出纳甲法的穴位和飞腾八法的穴位，并以此为主穴，配穴

神经系统疾病及其它精神疾病，按照随机数字表将 60 例失眠

参照对照组随症配穴治疗。

患者分为子午流注组和常规针刺组，各 30 例。其中男 21 例，

操作方法：病人采取仰卧位，定穴位后，用碘酒或酒精

女 39 例；子午流注组平均年龄（38.20±11.13）岁，常规针刺

进行常规消毒，用 30 号 1.5 寸与１寸毫针快速刺入。先针纳

组平均年龄（38.7±10.40）岁；子午流注组平均病程（24.50

甲法开取的穴位后针飞腾八法开的穴位，最后针四肢和背部

±23.35）月，常规针刺组平均病程（25.40±21.35）月，两组

的穴位，针刺背部穴位时取俯卧位，针刺得气后，行平补平

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显著

泻手法，不留针；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手法以浅刺轻

性（P>0.05）
，具有可比性。

刺激为主，留针 30min。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两组均针刺１次/d，每周治疗 6 次，留针 30min/次，12 次
为１个疗程，两个疗程之间间隔 3d，连续治疗 2 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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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疗效标准[1]

逐日按时开穴，用以调节十二经脉的阴阳平衡，以达到通调气

①痊愈：症状消失；②显效：睡眠正常，每晚睡眠时间 7h；

血，疏通经脉而治疗疾病。而飞腾八法也是一种古典的时间针

③有效：睡眠明显改善，入睡较易，每晚 5～6h。无效：症状

法，取十二正经与奇经八脉相通的 8 个腧穴。取穴方法也是以

较治疗前无变化。

日天干为主。奇经八脉与十二正经的经气以八穴相会通，既能

2

结

治疗奇经之病，亦能治疗正经病。因此，笔者将子午流注法纳

果

甲法配合飞腾八法运用于临床治疗失眠，奇经八脉和十二正经

按上述疗效标准，子午流注组 30 例中，痊愈 6 例，显效
12 例，有效 10 例，无效 2 例，愈显率 60%，总有效率 90.3%。
对照组 30 例中，痊愈 3 例，显效 10 例，有效 12 例，无效 5
例，愈显率 43.3%，总有效率 83.3%。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子午流注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3

讨

配合能更有效地调整人体各脏腑功能和经脉气血，以达阴阳平
衡，故能取得较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6

论

[2]王立早.子午流注传真[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9

子午流注纳甲法，是一种运用天干配合脏腑按时开取五腧
穴进行疾病治疗的古典时间针法。它以十二经脉井、荥、输、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10410（修回：2013-03-18）

原、经、合六十六穴为基础，配合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

自血疗法、刺络拔罐加穴位注射治疗痤疮 80 例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80 cases of acne with autohemotherapy and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王远庆
（上海中冶医院，上海，200941）
中图分类号：R758.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48-02

【摘 要】 目的：观察自血疗法、刺络拔罐加穴位注射治疗痤疮的效果。方法：将从 2008 年 6 月～2012 年 11 月收治于我
院 80 例痤疮患者分别给予自血疗法、刺络拔罐加穴位注射治疗。结果：治疗总有效率 97.5%。结论：自血疗法、刺络拔罐加穴位
注射治疗痤疮效果明显，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痤疮；自血疗法；刺络拔罐；穴位注射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80 cases of acne with autohemotherapy and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Methods: 80 acn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08 to November 2012 were
treated with autohemotherapy, pricking blood and acupoint injec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was 83%.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acne by autohemotherapy,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and acupoint injection was obviously, which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Acne; Autohemotherapy;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Acupoint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29
痤疮俗称“青春痘”，是发育期体内激素平衡紊乱等因素
引起的皮脂腺毛囊慢性炎症性疾病，为皮肤科常见病，好发于
青春期的男女。它与人体内分泌失调及皮脂腺分泌异常有关，
同时与一些外界因素及饮食生活习惯有关。目前治疗方法虽
多，但疗效多欠确切。笔者于 2008 年 6 月～2012 年 11 月采用
自血疗法、刺络放血加穴位注射治疗痤疮取得良好效果。现总
结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80 例均为门诊患者，男 36 例，女 44 例，年龄 12～

35 岁，病程 2 周～6 年。根据临床症状可以分为肺经风热、湿
阻血瘀、湿热内毒、冲任失调四型，属丘疹性 39 例，脓泡性
27 例，结节囊肿性 8 例，坏死例性 4，聚合性 2 例。
2

治疗方法

2.1 自血疗法
自血疗法的具体方法：于患者肘部静脉抽血 10ml 后即刻
（不加抗凝剂）注射至曲池、足三里，术毕用无菌棉签按压针
孔片刻。
2.2 刺络拔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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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取穴：第一组：大椎、肺腧、膈腧、筋缩；②第二组：
心腧、肝腧、三焦腧、至阳。

-49本病多由肺经风热，蕴阻肌肤，或痰浊瘀血阻滞，邪郁肌肤，
或过食辛辣油腻之品，湿热之毒蕴蒸肌肤，或冲任失调，肌肤

操作方法：采用背腧穴刺血之法。患者取俯卧位，先在

疏泄不畅所致。[2]西医学认为痤疮发病主要与性腺内分泌功能

每个穴位上用大号抽气罐吸附，留罐 2～3min，使穴位局部

失调、皮脂分泌过多，以及局部感染、毛囊漏斗部上皮增生有

充血，以便刺络，并可减少刺络时的疼痛感常。起罐后，常

关，其中血中的雄性激素水平升高和靶组织毛囊皮脂腺受体对

规皮肤消毒，可用左拇、食指捏紧穴区皮肤以防痛，右手执

雄激素的敏感性过强可能是发病的主要原因。笔者依据本病

一次性使用采血针呈 900 对准穴位，利用手腕高频率抖动（针

风、热、邪、毒浸淫日久，气血瘀滞于体表脉络变生瘀血，故

刺频率 10 次/s）迅速刺入 3～5mm，针刺范围是以穴位为中

采用自血疗法、刺络拔罐加穴位注射疗法以达到祛瘀生新，调

心半径约 2cm 的圆形，每穴约刺 30 下，直至局部明显出血，

畅气血，还原肤色的效果。

拔上大号抽气罐，每次吸拔 5～10min，出血约 10ml 左右，
局部皮肤出现瘀紫或深红为度。[1]
2.3 穴位注射法
仍取上述背腧穴，于刺络拔罐之后再常规消毒一遍，用
10ml 注射器及 4.5 号或 6 号针头，抽取生理盐水 8ml，香丹
注射液 2ml，在每个穴位行穴位注射，注射深度约 0.5～1 寸
深。操作时当刺入一定深度后稍抽吸针栓，见无回血再缓慢
注入药液，每穴 2ml，注射完毕后，用消毒棉球轻压局部片
刻即可。
以上三法同时进行，1 次/周，5 次为 1 个疗程。注意治

自血疗法是一种非特异性刺激疗法，能降低机体的敏感
性，调理人体内环境。自身血液中存在的引发痤疮的一些微量
物质，可作为抗原刺激机体而产生相应抗体，注入穴位后，通
过穴位的吸收，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非特异性脱敏及促进白细
胞吞噬作用。增强机体免疫力，改善微循环，营养皮肤，提高
抗病能力，使气、血、津液充足以滋润肌肤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拮抗痤疮的发生[3]。
刺络拔罐疗法有“开门祛邪”的作用。头面部的疾患多以
实证和火热之证为主，故取背腧穴调理脏腑、督脉穴疏通任督
二脉，以泻热、活血、消散疮肿。大椎、至阳两穴为督脉之要
穴，具有宣肺清热泻火的作用。督脉上行巅顶，头为诸阳之会，

疗后忌食生、冷、海鲜、辛辣等刺激食物。2 个疗程后统计疗

故刺络放血，可以起到泻阳中之阴邪，使火热之邪不再上熏于

效。

头面，从而使新的痤疮不再生成[4]。

3

治疗结果

香丹注射液有扩张血管，增进冠状动脉血流量的作用，
主要用于治疗心绞痛，心肌梗塞。降香辛，温。归肝、脾经。

3.1 疗效标准

丹参苦，微寒。归心、肝经。二者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

痊愈：痤疮全部消退，自觉症状消失，或留有色素及瘢痕；

凉血消痈，清心除烦，养血安神。《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论

显效：痤疮消退 50%以上，自觉症状明显减轻或有少许疤痕；

及病机十九条中载：“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素问•五脏生

好转：痤疮消退 30%以上，偶有新疮生成，但较治疗前明显减

成篇》说：
“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
《素问•萎论》说：
“心

少，或有反复，但症状较未治疗前明显减轻；无效：症状元明

主身之血脉”，可见心脏的功能状态、气血盛衰、经络畅通与

显改变或加重。

否和痤疮的发病、愈后有直接的关系。笔者选取香丹注射液

3.2 治疗结果

似在活血通脉治疗心脏病，实在活血通经、祛瘀凉血消痈治

痊愈 49 例，占 61.2%；显效 18 例，占 22.5%；好转 11 例，
占 13.8%；无效 2 例，占 2.5%；总有效率 97.5%。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23 岁，学生，2011 年 10 月初诊。主诉：面

部、前额、鼻、胸前、后背、肩臂内侧、腹部生粉刺 4 年。平

疗痤疮。
综上，自血疗法、刺络拔罐加穴位注射三法共用，可起到
泻火解毒祛瘀通络之功，效专力宏，且无副作用，简单可行，
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素健康，4 年前面部、前额、鼻部初起白头粉刺，后逐渐扩展

[1]王远庆.刺络拔罐法加穴位注射治疗黄褐斑 110 例[J].中医临床研究,2012,

至胸前、后背、肩臂内侧、腹部，粉刺易挤出白黄色脂栓，时

4(3):54

有脓头及囊肿，大小不等，破溃后成为窦道，至经前、经期，

[2]欧阳颀,吴杞.图解刺血疗法[M].人民军医,2009,3(1):410

及食辛辣等刺激食物后症状加重，病程迁延，时轻时重。曾内

[3]罗贵华.自血疗法结合西药治疗寻常痤疮 116 例[J].皮肤病与性病,2006,

服、外用多种中西药物，疗效欠佳，故来本科就诊。检查见白

28(3):22-23

头粉刺、脓疮、硬结遍布全身，尤以双颊为重。用上述方法治
疗 2 个疗程，患者全身皮肤皮损逐渐消退，面色光滑，随访 1

[4]黎崖冰,何遥.刺络放血结合复方丹参注射液治疗痤疮 45 例疗效观察[J].
新中医, 2004,36(8):47

年未见复发，亦无褐色瘢痕，肤色正常。
5

体

会

痤疮症属中医“肺风粉刺”
、
“面疮”范畴。中医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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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按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5 例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ing 35 cases of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with massage
李华新 赵 立
（湖北省红安县中医院，湖北
中图分类号：R323.3+3

红安，4384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50-01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按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5 例的临床疗效。方法：35 例患者采用中医按摩治疗。结果：经过 1～
5 个疗程治疗，35 例患者中 33 例治愈，2 例无效，总有效率 94.3%。结论：中医按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确切疗效。
【关键词】 按摩；腰椎间盘突出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massage on treating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Methods:
35 patients were given TCM massage. Results: Of the 35 cases, 33 cases were cured, and 2 cases were invali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4.3%. Conclusion: TCM massag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Keywords】 Massage; Lu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0
中医推拿的作用是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滑利关节。《素

按摩前明显松弛。

问•血气形志篇》中说：
“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

1.2.5 按压腰臀部和下肢痛点，然后提捏大腿后面肌肉，上下

治之以按摩醪药。
”
《素问•举痛论》中说：
“寒气客于背俞之脉

往返 5 次，再抓住病人双髁关节，交替牵拉双下肢。

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

此治疗，一般治疗 1～50 次，1～2 次/d。要求患者不可久

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
”
《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

坐，腰部保暖，睡硬板床。

中说：“因跌扑闪失，以致骨缝开错，气血郁滞，为肿为痛，

1.3 疗效情况

宜用按摩法。按其经络，以通郁闭之气，摩其壅聚，以散瘀结
之肿，其患可愈。
”
现代医学认为，推拿手法的物理刺激，使作用区引起生
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变化，局部组织发生生理反应，这种反应，
通过神经反射与体液循环的调节，一方面得到加强，另一方面

35 例患者中，1～15 次治愈者 8 例，占 22.8%；15～30 次
治愈者 10 例，占 28.5%；30～50 次治愈者 15 例，占 42.8%；
无效者 2 例，占 5.7%。
2

患者甲，男，54 岁。1999 年因患腰椎间盘突出症，腰部

又引起整体的继发性反应，从而产生一系列病理生理过程的改
变，达到治疗效果。
1

一般资料与治疗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在用中医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时觉得疗效很好。治
疗情况如下。35 例患者中，男性 20 例，女性 15 例；年龄 50～

典型病例

疼痛伴右下肢酸麻胀痛，经牵引及药物治疗后症状消失。2011
年复发，腰部剧烈疼痛，不能弯腰下蹲，伴双下肢放射痛，行
动困难，故来我院就诊。用中医推拿 5 次后症状基本消失，活
动自如。
3

讨

论

60 岁 15 例，40～50 岁 15 例，60 岁以上 5 例；患者均诊断明

腰椎间盘突出症好发于 29～50 岁间。好发部位多见于

确。中央型突出 4 例，后外侧突出 31 例；L3～4 椎间盘突出 1

L4～L5，L5～S1 之间，其它相对少见。它是纤维环破裂之后

例，L4～5 突出 15 例，L5～S1 突出 19 例。

髓核突出压迫神经根造成腰腿痛的一种常见病，此本病也可同

1.2 治疗步骤

时发生在 2～3 个椎间盘上，较轻者腰腿经常酸痛，久坐搬重

1.2.1 患者俯卧，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有这样一个特点他的腰

物疼痛加重，重者疼痛难忍行动困难。如果压迫马尾神经还会

骶部与突出部位间隙的患侧表面，有一个凹陷，可以通过与健

造成大小便功能障碍。股神经和闭孔神经直接支配股内收肌，

侧的对比很容易看到。确定位置所在。

为了促进神经根周围无菌炎症的吸收所以拿捏此肌肉可以直

1.2.2 翻身仰卧，让患者放松膝关节屈曲。术者站于患侧，左

接通过股神经与闭孔神经影响腰骶神经根。另外，提捏大腿根

手放进患者腰骶部和床面间，手指按在凹陷处，右手放在病人

部的肌肉，可以使内收肌得以放松，进而使腰深部肌肉也可放

屈曲腿大腿根部定位股薄肌和大收肌，再沿大腿内侧窝把股薄

松，有利于水肿和炎症的吸收，消除疼痛。后期不良生活习惯、

肌与大收肌捏住提起，连续 5 次。这时术者可以感到患者腰部

工作姿势的改变，所以治疗效果非常明显。

凹陷不明显；

现在治疗此病方法众多，但主要分手术治疗和中医保守治

1.2.3 下床活动，进行扭腰臀动作 10min，做投蓝跳跃动作 5

疗，相比较而言，中医保守治疗更好，它的优点是安全、有效、

次，然后上下一层楼梯 5 次。

费用低廉、无副作用。

1.2.4 患者俯卧，前面找到的凹陷基本消失，腰骶部肌肉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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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大敦穴配合小儿推拿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 17 例
疗效观察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17 cases of pediatric inguinal hernia by
moxibustion of the Dadun point combined with pediatric massage
黄 纬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R65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51-02

【摘 要】 目的：观察艾灸大敦穴配合小儿推拿对小儿腹股沟斜疝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17 例小儿腹股沟斜疝患者进
行治疗。结果：痊愈 12 例，显效 3 例，有效 1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为 94%。结论：艾灸大敦穴配合小儿推拿治疗小儿腹股
沟斜疝疗效显著。
【关键词】 小儿腹股沟斜疝；小儿推拿；艾灸；大敦穴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oxibusting Dadun points combined with pediatric massage in treating
pediatric inguinal hernia. Methods: 17 cases of pediatric inguinal hernia patients were treated. Results: 12 cases were cured, 3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1 case was effective and 1 case was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4%.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moxibusting
Dadun points combined with pediatric massage in treating pediatric inguinal hernia had a significant efficacy.
【Keywords】 Pediatric inguinal hernia; Pediatric massage; Moxibustion; Dadun poi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1
腹股沟斜疝是指腹内脏器通过腹股沟管的内环，沿着腹股
沟管斜行自外环（皮下环）脱出的疝，以右侧多见[1]。多因患
儿出生后，鞘状突不闭锁或迟闭锁而形成疝囊。当腹内压力增
大（如哭闹时），腹部内容物如肠袢、小肠或大网膜等坠入疝
囊，可见疝块向外向内下鼓出。本病多以手术治疗为主，少有
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的报道。笔者运用艾灸大敦穴配合小儿推拿
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取得显著疗效，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率。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痊愈：腹股沟肿块完全消失；显效：腹股沟肿块基本消失，
但腹压增大时又出现；有效：腹股沟肿块有时会消失，或比接
诊前变小，肿块硬度变软；无效：肿块大小和硬度较治疗前没
有变化或加重。
3.2 治疗结果

观察病例均符合典型的腹股沟斜疝症状：腹股沟区可复性

治疗 17 例，在 5 个疗程内治愈 9 例，在 5 个疗程后～7

质地柔软肿块，直立或腹压增加时从腹股沟管外环脱出，可达

个疗程内治愈 3 例，显效 3 例，有效 1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

阴囊或大阴唇内内，压迫内环可阻止肿块脱出等相关文献[2]中

率为 94%。

所总结出的诊断标准。观察病例均为本院门诊患儿，共 17 例，

4

病案举例

均为男童；年龄在 1 个月～4.5 岁；右侧斜疝者 12 例，左侧斜
疝者 5 例。
2

治疗方法
治疗以疏肝健脾益肾为治疗原则。治疗方法：给予雀啄灸

患者甲，男，3 岁，2011 年 7 月初诊。主诉（其母代诉）：
患儿自出生 1 岁后，发现其哭闹时右侧腹股沟有一包块，平
时消失，近 2 年来，包块渐增大，走路或站立时包块不能消
失，平卧后用手推之可消失。现症：面色青黄，额头青乌，

法艾灸大敦穴 30min，同时配合推拿：揉小天心 1min、推补肾

脾气急躁，易哭闹，腹胀纳差，便秘，舌淡苔黄。西医诊断：

经 2min、推补脾经 2min、清天河水 1min、逆运内八卦 1min、

腹股沟斜疝。中医诊断：疝气，证属肝郁脾虚。以上法治疗 5

揉二人上马 1min、按揉百会 1min、揉神阙 1min、揉急脉（患

疗程后基本治愈，且患儿大便正常，食欲甚好，面色红嫩。

侧）1min、点按肝俞脾俞肾俞各 0.5min、自下而上捏脊 3 遍、

为巩固疗效，又按此法继续治疗至第 7 个疗程结束。随访 1

拿肩井 5 次。1 次 d，7 次为 1 个疗程。7 个疗程后评定总有效

年未见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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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会

运内八卦、揉神阙、点按脾俞、按揉百会，有健脾助消化，

中医认为本病与足厥阴肝经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腹股沟
处为足厥阴肝经的循行部位。另外本病与先天不足、寒湿内
停、肝气郁滞、中气下陷等病因有关 [3] 。治疗原则宜疏泄肝
气，并要兼顾对脾肾二脏的补益。足厥阴脉起于足大趾毫毛
部大敦穴，沿足背上行，经内踝，交叉于太阴经后面，上行
膝内侧，沿大腿内侧人阴毛中，环绕阴器，上至少腹。所以，
选取艾灸大敦穴，有疏泄肝气之效，乃治疗疝气的特效穴位。
配合选取推补肾水、揉二人上马、点按肾俞穴，有滋肾阴益
肾阳、补益先天的功用，并有“滋水涵木”之意；揉小天心、
清天河水、点按肝俞、揉急脉以助疏泄肝气；推补脾经、逆

提升中气之功效；捏脊、拿肩井有调理周身血脉、增强疗效
的作用。本方法简单安全，无痛苦，易于患儿接受，值得继
续深入研究和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王红艳.推拿治疗小儿腹股沟疝 1 例[J].中医外治杂志,2002,11(2):44-45
[2]吴在德,吴肇汉.外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388.
[3]盛英丽.艾灸大敦穴配合疝气带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 20 例疗效观察[J].齐
鲁护理杂志,2011,17(33):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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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药性理论的文献研究，同时结合实验研究成果和前人实际用药经验，论述了中药药性多重性历史沿革，并
从中药物质基础、中药功效、中药复方等方面，探讨了中药药性多重性的客观存在性，中药药性多重性对于充分理解中药药性理
论，以及解决历代本草著作中对同一中药药性标注不一致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中药；药性；多重性
【Abstract】 By studying references of herbal properties theory combined with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discussed the multiplicity of Chinese herbal properties. Based on TCM material foundation, TCM efficacy and herbal compound, discussed
the objective of its existence, multiplicity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heory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s well as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consistent properties with the same label ancient herbs.
【Keywords】 TCM; Herbal properties; Multiplic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2
中药药性理论是我国历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断

热者多，寒者少，寒不为之寒，寒者多，热者少，热不为之热。

摸索总结出来的，为临床运用中药的重要依据。中药药性有广

或寒热各半而成温，或温多而成热，或凉多而成寒，不可一途

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药性指药物的药效和性能，是药物性质

而取也。
”[2]其他本草著作中也可见一药标二气的情况，如《神

与功能的高度概括，包括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

农本草经》翘根“寒平”
、雄黄“平寒”
，
《开宝本草》胡桃“温

有毒无毒、配伍、禁忌等。狭义的药性指中药药性之“四气”，

平”
，
《图经本草》硼砂“温平”
，
《本草经集注》蔓荆子“平温”
，

[1]

又称“四性”
，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部分 。本文所论之药性

《日用本草》绿豆“凉平”
。现代张廷模[2]等通过查阅古今文献，

指狭义的药性。传统认为中药仅具有单一药性，而中药药性多

以前人实际用药经验以及部分实验研究为依据，从药材的加工

重性指一味中药可以具有包括“寒、热、温、凉、平”在内的

炮制与配伍应用、给药剂量、给药途径以及一药多效等方面，

多重药性，如“寒温”
、
“热凉”等。

阐释了药物的一药二气客观存在，并且受各种因素影响而相互

1

中药药性多重性的历史沿革

转化。邓家刚[3]在《中药平性药药性研究》中，认为平性药本
身兼具寒、热之性，是两种极性不同（偏寒偏热）的药性共同

历代本草著作中与“中药药性多重性”相似的提法为“一

存在于一种药体中，在没有外部条件（炮制、配伍、
“入腹”）

药二气”说，是指药性并非一成不变，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可

作用时，其呈现的是一种中和平衡的状态（本体药性—平），

由寒变热，或由热变寒，而呈现寒热“双向性”。该提法首见

而在适当的条件影响下，原来处于中和平衡状态的两种偏性就

于王好古，其言“有一药二味或三味者，有一药一气或二气者。

会依不同的内环境条件显示出不同的药物偏性，从而表达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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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的效应（效应药性—偏），提出了平性药“体平用偏”的

可以微温，也可以为平性，即表现其药性多重性。诸如此类

药性特征。

药物，并不鲜见。

2

中药物质基础决定药性多重性

4

中药复方与药性多重性

决定中药寒热药性的主要依据是药效，决定药效的是中药

中医临床诊治疾病讲就理、法、方、药的完整性。方药

所含物质成分，寒性、热性中药所以能调理热证、寒证，应具

是在辨证施治的前提下，确立治法，按照组方的原则，选择

有相应的物质基础[3]。几十年来，众多的学者从物质成分的角

药物，规定用量、用法、剂型，有机地组合而成的。方剂不

度探寻中药药性本质，取得了一定进展。有研究证实多数温性

是将药物随意的堆积，而是有一定的法度和规律可循的。
“君、

药都含有挥发油，热性药物所含有机化学成分种类较多，有的

臣、佐、使”是方剂组方结构，是临床最常用的组方结构，

含有多量的挥发油，有的含强烈刺激性的脂肪油或是含剧毒的

而君、臣、佐药的选择是以药性作为主要依据的，是决定一

生物碱；寒性药含苷类，以皂苷、蒽苷和苦味质为多见，也含

首方剂用药的基石。方剂君、臣药配伍是方剂结构的核心部

有一些极苦的生物碱；平性药以糖类为主，但也有些生物碱和

分，其综合功效决定着一首方剂的药性之偏、主要功效和主

，5]

鞣质成分[4

。另有学者对全国统编 4 版《中药学》教材所载

治病证。

的 459 种中药进行性味与化学成分关系所作的统计分析发现，

将方剂做为一个整体看待时，其具有一定的药性，且其药

辛温药大多含有挥发油成分，占含这类成分药物的 44.9%；苦

性具备多重性的特点。根据中医治热以寒、治寒以热的治疗原

寒药的化学成分复杂，以生物碱为主要活性成分的药物中，苦

则，对于临床常见热证或寒证，选用相对适合药性的药物组方

寒药约占 1/3，特别是清热药和有抗肿瘤作用的药物多为苦寒

加以治疗。如表寒证常选辛温之麻黄、桂枝、羌活药组成的代

药，并以生物碱为主要成分；苦寒药中含有苷类化学成分者，

表方麻黄汤、桂枝汤、九味羌活汤治疗；里寒证常用辛热之附

也较其它气味药物为多，包括蒽醌苷、强心苷、皂苷、黄酮苷

子、肉桂、干姜等药物组成的方剂如理中丸、四逆汤治疗；表

[3]

等；甘平药含糖类成分较多，并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 。

热证常用如辛凉之桑叶、菊花组成的银翘散、桑菊饮治疗；里

此外，亦有人认为微量元素与中药寒热药性有一定关系，如含

热证常用寒凉之品如黄连、石膏等组成的黄连解毒汤、白虎汤

锰高者药性多热，含铁高者药性多寒；锌、铜含量高者其药性

等治疗。组成方剂各药物的药性、化学成分决定了方剂的药性

多寒凉，反之则药性多温热等[6]。中药所含化学成分很复杂，

具有多重性，尤其一些反性配伍的方剂，常用于治疗寒热错杂

通常有糖类、有机酸、无机盐、鞣质、挥发油、生物碱、甙类、

的病证，其药性应具有多重性。

蛋白质、氨基酸、油脂、酶、色素、维生素等，每一种中药都

综上所述，中药的药性多重性是客观存在的。中药药性的

可能含有多种成分。中药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决定了其药性的多

多重性对于充分理解中药药性，以及解决历代本草著作中对同

重性，即同时具有寒性、热性化学成分的中药，其药性应具有

一中药药性标注不一致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中医临

寒、热多重性。

床用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

中药功效多重性决定药性多重性
按照按中医药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药性的认识源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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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出入辨证及其在“郁证”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iation theory of Shengjiang and Churu in
Depressio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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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清•周学海秉《内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之旨，从气机升降角度辨析疾病病因病机、证治用药，升降出入

辨证论治体系的雏形自此基本形成。郁证，是由于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引起的一类病证，古代医案中，用升降理论治疗者不乏
其例，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关键词】 升降出入辨证；郁证；临床应用
【Abstract】 ZHOU Xue-hai in Qing dynasty who explained the disease pathogenesis, drug according to the book Nei jing which is
the original theory of Shengjiang Churu. Melancholia is a syndrome from long time depression and blocked of Qi. In the ancient medical
cases, there were many cases treated by the theory of Shengjiang. So it do have certain clin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Lifting-lowering and out-in; Depression syndrome; Clinical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3
周学海，字澄之，安徽建德人，总督馥子。光绪十八年进

此外，周氏从气机升降出入的角度区分出了疾病的不同证

士，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他撰辑的《周氏医学丛书》，

候类型，确立了相应的治则、治法、治禁。升降出入辨证论治

尊古不泥，系统阐述了其医学见解，集中提现了其学术成就，

体系的雏形大致形成。

是近代颇有影响的一部丛书，内含医籍 32 种，计 197 卷，内

1.1 证型

容广泛，大多切于实用。其中包括周氏撰著医书 8 种 26 卷，

分为“气亢于上”
、
“气陷于下”、
“气散于外”
、
“气结于内”

评注医书 12 种 57 卷，校刊医书 12 种 114 卷。其所撰《读医

四种证型。

随笔》六卷，引证广博，议论深刻。涉及证治总论、形气类、

1.2 治则治法

脉法类、证治类、方药类、评释类六个方面的内容，均是作者

病情清浅者，可遵“气亢于上者，抑而降之；陷于下者，

临证心得体会的结晶，有许多独特的见解。
《读医随笔•升降出

升而举之；散于外者，敛而固之；结于内者，疏而散之”。病

入论》一篇，即提出了升降出入辨证论治体系。从自然界四时

情深重者，则不可径行，应再辨虚实，“气亢于上，不可径抑

之气，到人体内气机，从疾病发生的病机，到治法用药，周氏

也，审其有余不足：有余耶，先疏而散之，后清而降之；不足

都从“升降”的角度做了详尽的阐释。

耶，先敛而固之，后重而镇之。气陷于下，不可径举也，审其

1

学说本义

有余不足：有余耶，先疏而散之，后开而提之；不足耶，先敛
而固之，后兜而托之。气郁于内，不可径散也，审其有余不足：

老子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庄子曰：

有余者，攻其实而汗自通，故承气可先于桂枝；不足者，升其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大气聚在人身，

阳而表白退，故益气借于升、柴。气散于外，不可径敛也，审

人在大气之中。气运周流不息，无始无终，上升下降，中气乃

其有余不足：有余者，自汗由于肠胃之实，下其实而阳气内收；

生；人体内脏腑气机升降有序、出入平衡，正常的生命活动才

不足者，表虚由于脾肺之亏，宣其阳而卫气外固。
”

能得以维续。故升降者，乃天地之大道，人身之根本。诚如《素

1.3 治禁

问•六微旨大论》所云：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

周氏认为，
“升、降断不可急也”
。调理气机不可直升、直

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

降，也不可太过。“当升而过于升，不但下气虚，而里气也不

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

固，气喘者，将有汗脱之虞；当降而过于降，不但上气陷，而

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
”

表气亦不充，下利者每有恶寒之证矣；当敛而过于敛，不但里

周氏秉承《内经》之旨，在《读医随笔•升降出入论》中

气郁，而下气亦不能上朝；当散而过于散，不但表气疏而上气

开宗明义：“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龠，百病之

亦不能下济矣。
”

纲领，生死之枢机。”他认为疾病的发生，无论外感、内伤，

1.4 用药

皆可用升降出入赅之：“内伤之病，多病于升降，以升降主里

周氏总结“升、柴、参、芪，气之直升者也；硝、黄、枳、

也；外感之病，多病于出入，以出入主外也。”且谈升降不离

朴，气之直降者也；五味、山萸、金樱、覆盆，气之内敛者也；

出入，升降与出入，外感与内伤之间可互相影响：“升降之病

麻黄、桂枝、荆芥、防风，气之外散者也。此其体也。而用之

极，则亦累及出入矣；出入之病极，则亦累及升降矣。故饮食

在人，此其常也。
”他认为用药的关键在于知常达变，
“医者之

之伤，亦发寒热；风寒之感，亦形喘喝。
”并指出：
“此病机之

于天人之气也，……必明于常，尤必明于变。”正如其在卷五

大略也。
”

方药类中，倡敛降并用，敛散并用，“凡欲发汗，须养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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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虑其伤阴，亦以津液不充，则邪无所载，仍不得出也。
”

综而述之，周氏的升降出入辨证论治见表 1。

表 1 周学海升降出入辨证
证型

2

治法

实（有余）

虚（不足）

气亢于上

先疏而散之，后清而降之

先敛而固之，后重而镇之

气陷于下

先疏而散之，后开而提之

先敛而固之，后兜而托之

气郁于内

攻其实而汗自通

升其阳而表自退

气散于外

下其实而阳气内收

宣其阳而卫气外固

升降辨证法治疗“郁证”
郁证是由于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引起的一类病证。主要

表现为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胁肋胀痛，或易怒善哭，以及咽
中如有异物梗阻，失眠等各种复杂症状。郁证的发生，是由于
情志所伤，肝气郁结，逐渐引起五脏气机不和所致。《丹溪心
法•六郁》中有：
“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
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戴云：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
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
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
”
《证治汇补•郁证》提出：
“郁病虽多，
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
《医方论•越鞠丸》中亦说：
“凡
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可见，“郁证”的发
生与人体内气机升降出入失调有密切关系。
周学海认为，肝为升降出入之枢纽。
“肝者，贯阴阳，统血
气，居贞元之间，握升降之枢者也”；“世谓脾为升降之本，非
也，脾者，升降所由之径也；肝者，升降发始之根也”
。在《读
医随笔•证治类•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篇中，周氏谓“医者
善于调肝，乃善治百病。
”他认为“凡病之气结，血凝、痰饮、
浮肿、臌胀、痉厥、癫狂、积聚、痞满、眩晕、呕吐、哕呃、
咳嗽、咳喘、血痹、虚损，皆肝气之不能舒畅所致也。……故
凡治暴疾、痼疾，皆必以和肝之法参之。
”和肝之法，即“顺其
性而舒之”
、
“伸其郁、开其结也，或化血，或疏痰，兼升兼降”
。
古代医家通过调理气机升降治疗郁证者甚多，医案举例如下。
2.1 医案 1
名医：雷逸仙。
年代：近代。
病因：肺郁兼肝郁。
症状：干咳不断，形体较昔清矍，迩遭奉倩之悲，肺气壅
滞。咳闭尤增，今痰内挟红，胁间胀痛，脉来弦涩之象。
辨证：金郁则清肃乏权，木郁则条达不力，木火刑金，痰
气不降。
治法：舒肝宣肺，化痰降气。
方药：川贝母（去心杵）广郁金冬桑叶粉丹皮淮牛膝薄荷
叶枇杷叶（蜜炙）旋覆梗藕节。

年代：近代。
病因：过饮肝郁。
症状：食入哽噎，呕吐痰涎。
辨证：肝郁气滞，嗜酒伤中，清阳不宣，痰湿内阻。
治法：健胃降逆，通阳化痰。
方药：旋覆代储汤去枣，用干姜加附子、冬术、橘红。
文献来源：
《心太平轩医案》
。
按：本案为饮酒过度伤肝，肝失疏泄，肝郁气滞；伤脾，
脾虚生湿，湿聚成痰，痰气交阻，发为此病。故用旋覆代赭汤
为主方健胃降逆，恐大枣滋腻碍脾，故去大枣；加冬术、橘红
健脾祛湿；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故加附子通阳化痰。
2.3 医案 3
名医：张仲元。
年代：清代。
病因：肝郁气滞。
症状：胸胁窜痛，口渴舌干，时作咳嗽，身肢软倦无力，
脉左部弦而近躁，右寸关滑数鼓指。
辨证：肝郁气滞，胃肠燥热。
治法：调气化燥。
方药：麦冬（去心）竹叶石膏（煅）香附羚羊（水炙）荷
梗灯芯鲜青果（去尖，研）甘草引用粳米煎。
文献来源：
《清宫医案研究》
。
按：本案肝郁气滞，以胁痛为主症。
《景岳全书•胁痛》篇
有：“但察其有形无形，可知之矣。盖血积有形而不移，或坚
硬而拒按，气痛流行而无迹，忽倏聚而倏散。
”肝气失于条达，
阻于胁络，故胁痛；气属无形，时聚时散，聚散无常，故疼痛
走窜不定。脾失健运，湿热内郁，疏泄不利，则口渴舌干，身
肢软倦无力。故本案为肝郁气滞与胃肠燥热同见，诊脉左部弦
而近躁，右寸关滑数鼓指。治疗当调气化燥。方中用香附行气
解郁，气顺则痛自愈矣。并配合养阴清热之药，用粳米煎服以
顾护胃气，使气机升降调达，诸症得愈。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卷五百二•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文献来源：
《逸仙医案》
。

[2]冯明.浅论周学海升降出入辨证理论及治法[J].中国中医药学报,2004,

按：本案肝郁化火，木火刑金，迫血妄行，故胁间胀痛，

19(2):79-81

痰内挟红；肺气壅滞，肺失宣肃，故咳嗽；肝肺气机郁滞不畅，

[3]清•周学海.读医随笔[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故脉来弦涩。药用川贝、桑叶、旋复梗、枇杷叶宣肺降气止咳；

[4]任何.中国名医医案要略[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郁金、丹皮、薄荷叶疏肝解郁，清热降火；牛膝引火下行，浊
气得降，清气得升，可复气机升降之序；藕节止血。诸药共用

作者简介：

疏肝宣肺，化痰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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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医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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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肝主疏泄
Discussion on the theory of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陈志安 吴 芳
（湖北省红安县中医院，湖北
中图分类号：R322.4+7

红安，4384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56-01

【摘 要】 笔者根据中医典籍对肝主疏泄的记载，论述了肝主疏泄的理论起源、功能表现、病因等。
【关键词】 肝主疏泄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records of the theory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function and etiopathogenisis
based on the TCM literatures.
【Keywords】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4
肝主疏泄的理论源于《内经》。在《素问·五常政大论》

疏泄，首先表现为肝脏和肝经的气血不畅，出现胸胁、乳房、

中载有“土疏泄，苍气达”。意即木气（生气）上达，土体得

少腹胀痛，妇女或见痛经、闭经等。郁结过甚，则影响他脏。

以疏通。元．朱丹溪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谈到

而对脾胃的影响最大。肝失疏泄，引起脾失健运，称为肝脾不

了肝司疏泄，但主要是指肝对精液的疏泄作用。其实肝主疏

和，除见肝郁症状外，还兼见纳少、腹胀、肠鸣、便溏、矢气

泄的作用不只是令精液走泄，更重要的是保持全身气机的流

等脾不升清之运化失常；肝气郁结，使胃失和降，除有肝郁症

畅，以推动血、津液和各种物质的流通。若失于疏泄，则抑

状外，还兼见呃逆、暖气、吞酸、嘈杂、胃脘胀痛等胃不降浊

而不通，称为“郁”。郁症很多，朱丹溪曾提出气、血、痰、

之症，一般称肝胃不和。

火、湿、食六郁之说。
《内经》有木、火、土、金、水“五郁”

中医认为：肝主疏泄主要是保持全身气机的通畅。气机调

之说。五郁之中，首重木郁，木郁在人体而言，就是肝郁；

畅，人的情志也舒畅。脏腑升、降、出、入正常，脾能升清则

六郁之中，首重气郁，气郁多因于肝失疏泄。故曰：
“凡郁皆

健运，胃能降浊则和调，胆的分泌与排泄亦畅。反之，肝的疏

肝病也。”

泄功能不足，称为肝失疏泄，则会造成气机不畅。气郁则脏腑

肝的疏泄功能表现为具有调节精神、情志活动的作用。肝

升、、出、入紊乱，脾不升清则失健运，胃不降浊则失和调，

疏泄正常，则气机调畅，精神愉快；若疏泄失司，则情志抑郁，

胆的分泌排泄亦可能障碍。但是，既有疏泄不足，会不会有疏

这种情况称为“因病致郁”。外界的精神刺激又常使人的气机

泄太过呢？因所谓疏泄，即是疏通流畅的意思。要通畅，就必

紊乱，早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提出“怒伤肝”，直到

须不停地流动，所以疏泄的功能是通过动来实现的。肝属木，

明代，人们对情志与肝郁的关系才渐渐认识。如孙一奎治亮卿

其性升，所以“动”的同时，又有“升”的趋势，故欲疏泄，

内人案：时值盛暑，因大拂意而起，症见前后心乳皆胀，玉户

即有升动。有节制的升动，是肝进行正常生理活动所必须的，

撮急，大便三日不行，并下午发热，头痛身疼。用疏肝、泻肝

不升动，则无疏泄。升与动皆属阳，疏泄亦应属阳。若太过，

兼清暑之剂，三日而愈。孙氏把“因大拂意事而起”
，
“心乳皆

与之相对的潜降与静藏则不及，从而使气血向上，伴有躁动之

胀”和疏肝解郁的治法联系起来，说明他对“因郁致病”有了

势，出现头胀头痛、眼花、面红目赤、急躁易怒等症，一般称

一定的认识。

为“肝阳上亢”
；即叶天士所谓之“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动变”

肝失疏泄而引起肝郁的原因，除恼怒和情志悒郁之外，董

之证，一般称“肝风内动”。我认为：肝主疏泄这一功能，有

襄国氏认为还有三种原因：①他脏之病及肝。如肾水虚，不涵

太过，也有不及。临床上，肝失疏泄的气滞血瘀，治宜疏通；

肝木，或中焦湿困，阻碍气机升降。②血不养肝。③药误。如

疏泄太过，升动无制，成肝阳上亢，肝风内动者，治宜潜降，

用药过于香燥而耗伤气阴，或过用滋腻而妨碍流动。

镇静。

肝主疏泄使全身气机调畅，升降出入，流行自然。若肝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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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脾胃为“后天之本”论其与人体发病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nd human diseases
贺 捷 1 周素芳 2
（1.贵阳中医学院 2010 级研究生，贵州 贵阳，550002；2.贵州省中医院，贵州 贵阳，5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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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之所以发病不外正虚与邪胜两个方面，而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脾胃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以脾胃的生理病理及其与其他脏腑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分析了脾胃在多种病因所致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了
调养脾胃、培护正气对于防治疾病的重要性。
【关键词】 脾胃；后天之本；胃气；正气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effect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on kinds of diseases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nd other entrails, and the importances of nursing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nd cultivating healthy energy were pointed.
【Keywords】 Spleen and stomach; The foundation of acquired constitution; Gastric qi; Healthy energ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5
自《素问•灵兰秘典论》云：
“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

2.2 脾胃与情志致病

焉。”后世医家皆视脾胃为水谷之海。盖因脾主运化，胃主受

《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

纳，脾主升，胃主降，一阴一阳，共司纳化之职，为人体气血

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

精津化生之基础，一身器官组织营养之来源，奉养身生，如大

生乃不固。”情志之为病，不可不言肝，肝者，脾之所不胜也，

地之生养万物，故曰后天之本。

性喜条达，情志过激，扰其疏泄，则使人体气机紊乱，可见

1

人以胃气为本
《内经•平人气象论》云：
“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

“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
见肝之病，当知其传脾也，脾胃受其影响，致饮食减少，水
谷运化功能受损，进而脏腑阴阳气血失调，诸证迭起。故情

死，脉无胃气亦死。
”胃气何也？胃气即元气，人体之正气也。

志致病首要调畅气机，兼重固护脾胃，此先安未受邪之地，

《元气存亡论》曰：“元气不伤，患病甚不亡，元气伤，患病

防其传变也[2]。

轻可亡也。”缘何？五脏六腑皆赖元气之充养，元气既伤，五

2.3 脾胃与饮食致病

脏六腑奉养不足，如薪火之将灭，岂不危矣？元气发于肾，为

饮食伤人，无非饮食不洁或不节、偏嗜，致脾胃纳化失调

先天之精所化，然先天之精取之父母，有时而穷，故需赖后天

而致病。朱丹溪曰：“蜷彼味者，因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

水谷精气培养，以资壮大。若脾胃不调，谷气不充，则元气渐

蜂起”，“饮食自倍，脾胃乃伤。”皆言饮食失当，脾胃受伤，

渐衰竭，不病亦危，故人不进水谷，数日乃亡。谷气充足，则

失其运化，气血生化无源，不能滋养肢体百骸，人体阴阳失衡，

元气亦见旺盛，气盛鼓邪外出，虽病而易退。故诊疗之际，须

而百病由生。仲景云：
“人受气于水谷以养神，水谷尽则神去，

察胃气之存亡，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故云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荣散，谷消则胃亡，荣散卫

2

脾胃在发病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亡，神无所依”。可见饮食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调摄脾胃，
实为固护生命周全之要旨，乃防病之本源也。

人之为病，其因包括六淫、七情、饮食、内生五邪、痰饮、
瘀血、劳役太过与外伤。上述病因除内生五邪及外伤以外，余

2.4 脾胃与痰饮致病
中医常道“百病多由痰作祟”，
“怪病多痰”。痰饮为人体

皆与脾胃有关。

水液代谢失调之产物，痰饮之形成，为脾、肺、肾气化失常，

2.1 脾胃与六淫致病

三焦水道通调失职，影响水液的运化、敷布和排泄所致。而

六淫者，风、寒、暑、湿、燥、火，以风为首，善行而数

其中尤其以脾气虚，不能为胃游溢精气为主要病机。
《景岳全

变，常兼挟为病，其中人，多从腠理而入。腠理者，外连皮肤，

书》云：
“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不由乎脾肾。盖因脾主

内连脏腑，为卫护人体之第一屏障。腠理疏松，卫外不固，则

湿，湿动则成痰”。董汉良[3]认为“脾虚存食，蕴而生痰，影

外邪得径而入，或在肌表，或中脏腑。然人体有卫气，运行于

响运化，名为食痰”。可见，脾胃功能的失常是痰饮形成的重

脉外，皮肤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卫气者，卫外之

要原因。故丹溪主张治痰当以顺气为先，治脾为本。盖气属

气也，保卫肌表，防御外邪，不使其深入。卫气出于脾胃，取

阳，津液属阴，气血流畅则无痰以生，故“实脾土，燥脾湿，

其剽悍滑利者也。脾胃调则谷气盛，卫气亦复充盈，我自固护

是治其本也”。

周密，不动如山，则外邪从何而入?

（下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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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扎格雷联合血塞通治疗急性脑梗塞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cute cerbral infarction with
Ozagrel and Xuesaitong
孙洪兰
（吉林省农安县中医院，吉林
中图分类号：R743.33

农安，130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58-02

证型：BGD

【摘 要】 观察奥扎格雷钠联合血塞通治疗急性脑梗塞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0 例发病 3d 的急性脑梗塞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65 例，对照组 55 例，对照组给予血塞通 0.4g 加入 5%葡萄糖 250ml 中 1 次/d 静点，阿司匹林 0.1g，1 次/d 口
服，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再给予奥扎格雷钠 80mg 加入 0.9%生理盐水 250ml 中 2 次/d 静点，均以 14d 为 1 个疗程，观察两组
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失评分情况。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奥扎
格雷钠联合血塞通治疗急性脑梗塞，疗效好，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奥扎格雷；血塞通；急性脑梗塞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Ozagrel combined with Xuesaitong on treating acute cerbral infarction.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5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5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Xuesaitong,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Ozagrel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Ozagrel combined with Xuesaitong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acute
cerbral infarction,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Ozagrel; Xuesaitong; Acute cerbral infar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6
脑梗塞是中老年患者的常见病，其病死率高、危害性大，

司，生产批号 20026437）400mg。1 次/d，静脉滴注，阿司匹

本病急性发作导致患者局部脑组织梗死，造成偏瘫等局灶性神

林 0.1g1 次/d，口服，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再给予奥扎格雷钠（海

经功能缺失，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我们

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055782）80mg，2 次/d，

采用奥扎格雷钠联合血塞通治疗急性脑梗塞，疗效满意，现报

静脉滴注，疗程均为 2 周，根据病情使用降血压，降血糖和脱

导如下。

水利尿剂，保持水、电解质平衡并预防感染。

1

1.3 临床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

资料与方法

参照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评分标

1.1 一般资料

准 [2] ，评定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疗效：基本痊愈；功能

将我院内科 2009 年～2010 年收治的 120 例急性脑梗塞患

缺损评分减少 91%～100%，显著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者，发病时间均在 3d 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55 例，男 30

46%～90%，基本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8%～45%。无效：

例，女 25 例，年龄 50～75 岁，治疗组 65 例，男 35 例，女 30

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7%以下。恶化：功能缺损评分增加 18%

例，年龄 51～76 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既往史，治疗前

以上。

神经缺失评分等情况差异无显著性（P>0.05）
，入选标准：①参

1.4 统计学处理

照 1995 年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诊断标准[1]：并

采用 SPSS1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

经头 CT 检查确诊且发病 3d 内的脑梗塞患者。②首次发病或既

数±标准差（ x ± s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

往有脑卒中病史，本次发病前无后遗症。③治疗前未经抗凝、

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溶栓等治疗。④临床血压 100～200/60～110mmHg，排除标准

结

果

①意识障碍不能配合检查。②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合并糖尿病

2

（空腹血糖）13.9mmol/L，及心脏病。③有血液病或出血倾向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 83.08%，对照组总有效率 50.91%，两组

者，④有精神病史或严重精神症状，孕妇、过敏体质患者。

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血塞通（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基本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治疗组

65

13

26

对照组

55

3

1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无变化

恶化

显效率

总有效率

15

8

14

20

3

60

83.08

7

25.45

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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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

奥扎格雷钠是一种高选择性的 TXA2 合成酶抑制剂，它抑制

治疗前两组患者评分无显著差异，治疗后 7d，14d，评分

TXA2 合成酶，减少其生成，从而抑制血栓形成，奥扎格雷钠

有极显著差异，P<0.01，见表 2。

又有促进前列腺合成酶的作用，可提高前列环素水平，从而有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情况（ x ± s ，分）

利于 TXA2 与前列环素平衡状态的恢复[3]，另外，奥扎格雷钠
有降低血粘度，增加血流作用，有利于阻塞的血管再灌注。加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7d

治疗后 14d

治疗组

65

23.2±6.0

14.9±5.6

9.9±3.7

药三七总甙的提取物，具有活血化瘀，通脉活络的作用[5]，现

对照组

55

23.6±6.2

20.6±5.0

13.9±3.2

代药理研究证实，三七总甙能抑制血管内及激素及甘油三脂和

t值

0.3584

5.8329

6.2736

胆固醇的生成，有效降低血粘度，降低血小板黏附率，有利于

P值

>0.05

<0.01

<0.01

血液循环，减少脑组织缺血提高及促进周围水肿的吸收。

速缺血病变的恢复，从而改善临床症状[4]，血塞通注射液是中

本治疗 55 例临床观察表明，奥扎格雷钠联合血塞通治疗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检查
无明显变化，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3

讨

论

急性脑梗塞是由各种原因引起脑血管管腔狭窄或闭塞，导

急性脑梗塞，总有效率 83.08%，远大于对照组 50.91%，疗效
满意，无明显不良反应，安全性好，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

致脑组织局限性或广泛性缺血，缺氧，坏死或软化，出现相应

经科杂志,1996,29(6):379

部位的神经功能缺陷，其主要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硬化

[2]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斑块破裂后释放出大量促凝血因子，暴露出的胶原组织在炎细

标准(1995)[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81

胞的趋化下，促使血小板黏附及活化，活化的血小板释放大量

[3]王凤,李双平.奥扎格雷钠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

促凝血物质如血栓素 A2（TXA2），凝血酶等，并与纤维蛋白

用 2008,2(8):43-44

交联，导致血栓形成，TXA2 是促血小板聚集和血管收缩的强

[4]黄兴汉.奥扎格雷钠对脑梗死患者血流变学的影响[J].山东医药,2002,

促凝物质，与之相反，前列环素则是内皮细胞合成的抗血小板

42(14):40

聚集及舒张血管的生物活性物质，在缺血、缺氧等应激状态下，

[5]黄清萍,盘红梅.血塞通临床应用概况[J].时珍国医国学,2000.11(12):114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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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 TXA2 与前列环素的平衡受到破坏，TXA2 生成增多，
（上接 57 页）
2.5 脾胃与瘀血致病
血作为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与气有十分密切
的关系，吴鹤皋曰：
“血者气之守，气者血之卫，相偶而不相

消耗，虽有攻伐，必难太过。
3

结

论

离者也”。在血液循行方面表现为：气能行血及气能摄血。气

脾胃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化生气血，奉养生身，

虚气滞则不能行血，气不足则不能摄血，间接导致血液的运

补充消耗，是人体一身正气的重要来源，脾胃的健旺与否直接

行障碍和血不归经，瘀血由此而生。《血证论》云：“脾其气

关系到人体正气是否充盈，从而影响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上输心肺，下达肝胃，外灌溉四旁，充溢肌肤，所谓据中央

正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存于内，邪不可干”，此

畅四旁者如是；血即随之运行不息”，又《读医随笔》云：
“气

之谓也。

虚不足以推血，则血必有瘀”。脾胃为生气之源，气之健旺与

参考文献：

否，全赖于此。气虚则不能行血而致瘀，气虚则而统摄无权，
离经之血滞留体内而致瘀，可见，脾虚在瘀血的产生过程中

[1]雷晋,王波,等.老年病从脾胃论治[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11(2):751

起着重要的作用。

[2]李富旺.“肝病治脾”的探讨与应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8):510-511

2.6 脾胃与劳役致病

[3]董汉良.试谈痰瘀相关[J].中医杂志,2006,5(13):89

劳役太过亦可致病，劳力过度伤气，劳神过度伤血，房劳
过度伤精。
《脾胃论》云：
“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
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内经》云：“血者，水谷之
精，生化于脾”
，
“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是故脾
胃虚则气血之生化无源。“肾藏精，血为精所化”肾虚则髓海

作者简介：
周素芳，通讯作者，女，41 岁，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
究生导师，第 4 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现就职于贵州省中医院肝病、
脾胃病内科，擅长脾胃病的诊治与研究。

不得满，血不能化。气血精津，名分为四，实则为一，全赖脾
胃之化生与充养。脾胃健运则气血精津充足，底蕴丰厚，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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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直肠脱垂的验证分析
Effective analysis of treating rectal prolapse in TCM
王 健
（河南省洛阳市第二中医院，河南 洛阳，471003）
中图分类号：R657.1+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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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脱肛病是指直肠全层、部分乙状结肠、直肠黏膜和肛管向下位移，脱出或不脱出肛门的疾病，即现代医学所说的
“直肠脱垂”。该病发病率约为 0.4%～2.1%，常见于儿童或体弱便秘、腹泻的青壮年人，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西医治疗
脱肛常以手术治疗为主，如经会阴手术、经腹手术等，虽然手术疗效尚可，但只能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大医院进行，且并发症较多，
存在一定风险。中药制剂消痔灵对脱肛也具有较好的疗效，尤其是注射固脱治疗脱肛，痛苦较小，效果较好，且经济安全。本文
就中医治疗直肠脱垂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对有关人士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医治疗；直肠脱垂；验证分析
【Abstract】 Rectal prolapse is a disease that anal, rectal mucosa , part of the sigmoid colon and full-thickness rectal emerge or don't
emerge the anus because of its downward displacement. The incidence rate of the disease is from 0.4% to 2.1%. Main for children and the
group of infirm constipation and diarrhea.The disease seriously impact the pati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urgical treatments such as
perineal surgery, abdominal surgery were often used in modern medicine for rectal prolapse. Although it is acceptable, it can only be treated
in large hospitals with better medical conditions, more cost and more complications combined with a certain risk. TCM preparations
Xiaozhiling also have a good effect on rectal prolapse, especially the injection of “gu tuo”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smaller painful, more
safety and econom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TCM in treating rectal prolapse,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ersons
concerned.
【Keywords】 TCM; Rectal prolapse; Validation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7
1

疾病诊断
该病的诊断可参考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于 2002 年制

定的直肠脱垂诊断标准进行
全直肠脱垂表现为直肠黏膜层脱出肛门，脱出物为半球
状，表面可见以直肠腔为中心的环状粘膜沟。
肠脱垂表现为脱出的直肠为圆锥形，表面可见以直肠腔为

后送入肛内，将食指深入肛内反复按摩，以利于药液均匀散开，
避免局部产生硬结。肛内置小排气管、凡士林纱条，肛外以塔
形纱布固定。
注射完毕后叮嘱患者注意休息，不做剧烈运动，建议流质
饮食，在 1～3d 内控制大便，术后静脉滴注抗霉菌素防止感染，
持续 3d，若治疗效果不佳，则可在 7～10d 后再治疗 1 次。
型直肠脱垂的治疗应考虑以下因素：脱垂的直肠与直肠黏

中心呈同心圆状排列的换装黏膜沟。2 行直肠脱垂根据脱垂程

膜与周围组织的固定；肛管与直肠的缩窄；盆底组织的修复和

度可分为三种：①性直肠脱垂，排粪造影为伞状阴影；②肠全

固定。以消痔灵液混合等量生理盐水注射至直肠粘膜下层与直

层脱垂，肛管位置、肛门括约肌功能无异常，无肛门失禁；

肠周围，使局部产生纤维化，将分离的直肠黏膜和肌层相固定，

③肠、肛管、部分乙状结肠完全脱出肛门，肛门括约肌功能

达到治愈直肠脱垂的效果。

异常，伴有完全性或不完全性肛门失禁。

2.2 复发治疗

2

治疗方案

2.1 分期分型治疗

部分患者在治疗后脱出虽明显好转，但仍未彻底治愈。可
根据病情分型进行第二次直肠内外注射治疗，通常在 3 个月后
治疗效果最佳，应注意的是第一次注射后已产生纤维化的地方

型直肠脱垂。采用直肠粘膜下注射法，将中药制剂消痔灵

第二次推药会比较困难，在注射时应注意注射至第一次未注射

注入患者直肠粘膜下层，将分离的直肠黏膜和肌层相固定。患

到的地方，推药时可感觉与第一次推药的感觉相同，且注药量

者取截石位或侧卧位，局部消毒并铺无菌巾，局麻后将直肠黏

比第一次要少。若第二次治疗后效果仍不理想，不建议再行第

膜暴露于肛外或肛门镜下，于齿线上 1cm 选择 2～3 个环形平

三次注射治疗，可行开服悬吊固定术治疗。

面，每个平面选择 4～6 点，以消痔灵液混合等量生理盐水，

2.3 急症处理

每点滴药 1～2ml，滴药时应注意避免深入肌层或过浅，防止无

直肠脱垂若没有及时复位，会发生水肿、充血甚至绞窄，

效或坏死，滴药总量约为 20～40ml，于暴露在肛外的直肠黏膜

成为直肠脱垂急症，可以纱布包指，在脱出物表面涂抹四黄膏

的 3、6、9、12 点处，齿线上 1cm 处进行柱状注射，注射完毕

润滑剂，也可压迫脱出物顶端使其复位，复位后用塔形纱布加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6 期

-61-

压包扎，并静脉推注抗菌素，进行熏洗治疗。熏洗法常用配方

用，其一次治愈率可达 87%，众多的临床经验证实了该方式的

为：苦参汤加五倍子、明矾、石榴皮，煎水后熏洗，2 次/d。

可靠性和良好疗效，值得推广。

3

术后预防

参考文献：

在经中药治疗后，预防复发很重要，可根据患者整体情况，

[1]李炼松,蒲建萍.综合疗法治疗老年人直肠脱垂 77 例分析[J].结直肠肛门

及时调节、治疗津枯肠燥、中气下陷等症候，通常可在术后 3d

外科,2009(6):388-389

进行分型治疗。

[2]田英,王立柱.注射术与结扎术治疗直肠脱垂疗效分析[J].中国中西医结合

津枯肠燥者应润肠通便，补中益气，可以麻仁丸加减黄芪、

外科杂志,2009(3):264-265

生地、火麻仁 12g，玄参、麦冬、郁李仁 10g，柴胡、升麻、

[3]胡新亚,李芳.注射加肛门环缩术治疗直肠全层脱垂 46 例[J].中国中西医

炒枳壳 6g，甘草 5g。

结合外科杂志,2011(1):79-80

中气下陷者应升提固脱，益气养血，可以补中益气汤加减
党参、茯苓、白芍、枳壳、升麻 10g，炙黄芪 15g，柴胡 10g。
4

结

[4]陈虹.直肠黏膜柱状结扎术及直肠黏膜下注射法治疗直肠脱垂 11 例[J].结
直肠肛门外科,2007(1):43-43
[5]高景芳.中药配合针灸疗法治疗直肠脱垂 100 例分析[J].吉林大学学报(医

论

学版),2008(5):793-793

我国医学早在秦汉时期就对直肠脱垂的病因、病例有了明
确的阐述，并提出以明矾等重要进行治疗。随着现代医学的发
编辑：赵玉娟 编号：ER-13022702（修回：2013-03-18）

展，采用重要消痔灵注射固脱法治疗直肠脱垂受到了广泛的运

马应龙痔疮栓治疗痔疮的临床效果分析
Clinical effects of Mayinglong hemorrhoids suppository on
treating hemorrhoids
张国宝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中医医院，云南 宜良，652100）
中图分类号：R6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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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研究马应龙痔疮栓的临床效果，为痔疮患者寻求稳定安全的治疗药物。方法：本院于 2011 年 2 月～
2012 年 8 月收治 160 例痔疮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 n＝80 例）
，治疗组患者行马应龙痔疮栓
治疗，对照组患者行洗必泰栓纳治疗。治疗 2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治疗效果及治疗总有效率明显优于
对照组，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对比具有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
后均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结论：对痔疮患者行马应龙痔疮栓能够取得良好疗效，应设为痔疮病人首选治疗药物。
【关键词】 马应龙痔疮栓；痔疮；洗必泰栓纳；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Mayinglong hemorrhoids suppository in order to seek a stable and safe
treatment for hemorrhoids patients. Methods: 160 cases of hemorrhoids from February 2011 to August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8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ayinglong hemorrhoids suppositor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ere given Hibitane for Haemorrhoid treatment, compareing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wo
weeks treatment. Results: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P<0.05)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so did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wo groups. There was no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Mayinglong hemorrhoids suppository for the
treatment of hemorrhoids achieved a great effect and it should be set to hemorrhoids patients preferred treatment.
【Keywords】 Mayinglong Hemorrhoids Suppository; Hemorrhoids; Hibitane for Haemorrhoid;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8
痔是肛垫病理性肥大、位移及肛周围皮下血管丛血流瘀滞
而形成的团块[1]。痔分为内痔与外痔与混合痔三种，其中以混合
痔最为复杂难治。对于痔的治疗目前尚不能达到根治效果，主
要是通过药物或手术或药物联合手术减轻消除主要痔症状，一
般情况下都是通过改变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等方法进行治疗[2]。

本院于 2011 年 2 月～2012 年 8 月收治 160 例痔疮患者中 80 例
患者行马应龙痔疮栓取得良好疗效，现进行详尽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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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例患者，分为两组，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 n＝80 例）
。

脱出：0～1 分，0 分无脱出，1 分有痔脱出；瘙痒：0～2 分，

治疗组 80 例患者中，男 39 例，女 41 例，年龄 18～66 岁，平

0 分无瘙痒，1 分有刺激轻度瘙痒，无需干预，2 分无刺激重度

均年龄（43.5±2.5）岁；对照度 80 例患者中，男 51 例，女 29

瘙痒，干预效果差，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例，年龄 22～54 岁，平均年龄（38.6±5.3）岁。两组患者基

1.4 疗效评定标准

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本次疗效评定标准与评分标准挂钩，统计患者在治疗前与

1.2 方法

治疗后各类症状的积分（100%）。给药后积分与给药前积分进

1.2.1 治疗组

行 对 比 。 ① 显 效 ： 给 药 治 疗 后 积 分 下 降 幅 度 >60%； ② 有

治疗组患者给予马应龙痔疮栓治疗，患者每日用药前对肛

效：>60%给药治疗后积分下降幅度>20%；③无效：给药治

门处进行清洁，取侧卧位或胸膝位，缓缓将马应龙痔疮栓推入

疗后积分下降幅度<20%，甚至未曾下降。

肛门直至药物完全没入，推进后药物处于离肛门处 2～3cm 位

1.5 统计学处理

置即可[3]。患者 1 次/d，1 粒/次，用药 2 周。

本次研究两组患者数据均用 SPSS19.0 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

1.2.2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给予洗必泰痔疮栓治疗。患者治疗方法与治疗

2

结

果

2.1 治疗效果

组患者方法一样，用药量一样，用药时间一样。

治疗组：显效 52 例，有效 23 例，无效 5 例；对照组：显

1.3 评分标准
本次患者评分标准主要采出血、疼痛、脱出、瘙痒四个方
面。出血：0～3 分，0 分无出血症状，1 分少量出血，便后纸

效 40 例，有效 19 例，无效 21 例；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具
有显著性差异（P<0.05）
。治疗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93.8%，

染血，2 分便时带血、滴血，便后血自动停止，3 分喷射状出

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73.8%；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对

血，短时间内无法自动停止；疼痛：0～2 分，0 分无疼痛，1

比具有明显差异（P<0.05）
（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见

分便时轻度疼痛，能忍，2 分便时重度疼痛，无法正常通便；

表 1、表 2。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效果与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80

40（50.0）

19（23.8）

21（26.3）

73.8

治疗组

80

52（65.0）

23（28.8）

5（6.3）

93.8

注：两组患者治疗效果与总有效率对比具有明显差异，P<0.05。
表 2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各项症状积分比较
组别

出血（治疗前/治疗后）

疼痛（治疗前/治疗后）

脱出（治疗前/治疗后）

瘙痒（治疗前/治疗后）

对照组

1.55/0.71

1.73/0.82

1.44/0.45

1.51/0.62

治疗组

1.71/0.65

1.77/0.68

1.34/0.35

1.47/0.51

注：两组患者在给药治疗后，各项症状均有降低，对照组降低幅度比治疗组少。

2.2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后均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
3

讨

论

马应龙痔疮栓是一种常见栓剂，栓剂是肛管内用药的首选

对照组行洗必泰栓纳好的疗效，且马应龙痔疮栓成分由纯中药
组成，价格合理、疗效稳定、使用方便、患者乐于接受，对痔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应为治痔首选药物。
参考文献：

制剂，其主要组成成分：麝香、三七、五倍子、牛黄、珍珠、

[1]张国胜,柳越冬,田振国,等.马应龙痔疮栓治痔疗效临床观察[J].辽宁中医

《神农本草经》中指明麝香药性辛、温，外
炉甘石、冰片等[4]。

杂志,2007,34(5):623

用具有明显镇痛、消肿功效；三七俗称田七，被赋予“止血神

[2]谭其峰.马应龙.痔疮栓治疗痔疮的临床效果观察[J].中国中医药咨讯,

药”之称，外用能散淤血，止血不留淤，同时具备消肿镇痛之

2012,4(5):221

功效；五倍子出自于《本草纲目拾遗》
，
《纲目》指出五倍子具

[3]阳志超,杨军,赵静,等.马应龙系列综合治疗痔疮 6996 例的临床观察[C].北

有止血解毒之功效；牛黄俗称丑宝，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草

京国际肛肠大会暨第二届世纪坛国际结直肠肛门病论坛论文集.2010:27-28

经》指出牛黄性苦、甘、凉，有清热解毒之功效；珍珠性味甘、

[4]李玉锋,苏州,付霞,等.马应龙麝香痔疮栓治疗急性放射性直肠炎 36 例报

咸、性寒，有解毒生肌之功效；炉甘石性甘、平，有解毒止痒

告[J].山东医药,2008,48(24):56

敛疮之功效；冰片出自《本草纲目》，性辛苦、凉，有通窍、
消肿止痛之功效。诸多药物联合治疗，对痔有明显消除炎症、
改善痔组织隆起、出血、脱出等症状，且中药药效稳定，无毒
副作用，直达患处取得更好治疗效果。
从结果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治疗组行马应龙痔疮栓取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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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汤治疗胃脘痛 35 例
Treating 35 cases of gastric abscess with the Chaihu Shugan powder and
Sijunzi decoction
陈士新
（北京市朝阳区平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1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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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柴胡疏肝散和四君子汤治疗胃脘痛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0 例胃脘痛患者按照自愿的原则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治疗组予以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汤为基本方加减治疗胃脘痛，对照组予以口服多潘立酮片、维 U 颠茄铝胶囊 II、西
咪替丁片等药物治疗。1 个月为 1 个疗程，观察临床症状及体征改善情况。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8.6%，对照组总有效率 62.9%
（P<0.05）
，治疗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柴胡疏肝散和四君子汤加减对胃脘痛有较好疗效。
【关键词】 柴胡疏肝散；四君子汤；胃脘痛；理气和胃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haihu Shugan powder and Sijunzi decoction on treating gastric abscess.
Methods: 7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orally given Domperidone, Vit U Belladonna
aluminium capsule and Cimetid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Chaihu Shugan powder and Sijunzi decoction. After treated for a
month, the symptoms and signs improvement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8.6%,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62.9%,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Chaihu Shugan powder and Sijunzi deco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gastric abscess.
【Keywords】 Chaihu Shugan powder; Sijunzi decoction; Gastric abscess; Liqi Hewei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39
胃脘痛，是以上腹胃脘部近心窝处疼痛为主症的病症。
“胃

①胃脘部疼痛，常伴痞闷或胀满、嗳气、泛酸、嘈杂、恶

脘痛”之名最早记载于“内经”
，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指

心呕吐等症。②发病常与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累、受寒等

出“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并首先提出胃痛的发生

因素有关。③上消化道钡餐 X 线检查、胃镜及组织病理活检等，

与肝、脾有关，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
“木郁发之，民

可见胃、十二指肠粘膜炎症、溃疡等病变。

病胃脘当心而痛”
。胃痛的发生，主要由外邪犯胃、饮食伤胃、

1.3 治疗方法

情志不畅和脾胃素虚等，导致胃气郁滞，胃失和降，不通则痛。

1.3.1 治疗组

现代西医学中急性胃炎、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

以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汤为基本方加减治疗胃脘痛，方药

病以上腹部疼痛为主要症状者，均属于中医学胃脘痛范畴。笔

组成：柴胡 10g，白芍 20g，陈皮 12g，枳壳 10g，香附 10g，

者自 2011 年 5 月～2012 年 4 月，采用柴胡疏肝散和四君子汤

川芎 10g，党参 15g，茯苓 15g，白术 10g，炙甘草 6g。水煎服，

加减治疗胃脘痛 35 例，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 剂/d，150ml/次，2 次/d。随证加减：胃痛较甚者，加元胡 10g，

1

资料与方法

川楝子 10g，以理气止痛；泛酸者加黄连 6g，吴萸 5g，海螵蛸
12g，煅瓦楞子 15g，以中和胃酸；脘腹胀甚者，加木香 10g，

1.1 一般资料

砂仁 10g，以行气消滞；痛势急迫，嘈杂吐酸，口干口苦者，

临床病例均为我中心 2011 年 5 月～2012 年 4 月就诊的门

加黄芩 10g，蒲公英 30g，黄连 6g，吴萸 5g，以疏肝清胃泄热；

诊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1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组 35

便秘者，加生大黄 5g，火麻仁 10g，以泄热通便；恶心呕吐者，

例，其中男 10 例，女 25 例，年龄最大 72 岁，最小 19 岁，平

加半夏 10g，竹茹 10g，以和胃降逆；纳呆少食者，加神曲 10g，

均 47.7 岁。病程最长 11 年，最短半年，平均 5.4 年。患者均

炒谷芽 15g，焦麦芽 15g，以消食导滞；胃痛隐隐，喜温喜按，

以胃脘痛为主症，全部经胃镜、X 线钡餐造影检查确诊，其中

加桂枝 10g，以温中补虚。

慢性浅表性胃炎 13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 8 例，胆汁返流性胃

1.3.2 对照组

炎 6 例，胃溃疡 4 例，十二指肠溃疡 4 例。对照组 35 例，其
中男 11 例，女 24 例，年龄最大 70 岁，最小 21 岁，平均 48.2
岁。病程最长 12 年，最短半年，平均 5.5 年。患者均以胃脘痛

口服多潘立酮片、维 U 颠茄铝胶囊 II、西咪替丁片等药物
治疗。
结

果

为主症，全部经胃镜、X 线钡餐造影检查确认，其中慢性浅表

2

性胃炎 12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 9 例，胆汁返流性胃炎 5 例，

2.1 疗效评定标准

胃溃疡 5 例，十二指肠溃疡 4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①治愈：胃脘痛及其它症状消失，X 线钡餐造影或胃镜检

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查正常；②好转：胃痛缓解，发作次数减少，其他症状减轻，

1.2 诊断标准

X 线钡餐造影或胃镜检查有好转；③未愈：症状无改善，X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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钡餐造影或胃镜检查无变化。

气机失调这一基本病机，以理气和胃为大法，根据不同证候，

2.2 两组疗效比较

采取相应治法。方中柴胡疏肝散疏肝行气，活血止痛，四君子

治疗组总有效率 88.6%，对照组总有效率 62.9%，两组患
者临床疗效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

n

治疗组

35

对照组

35

本病发病，多与情志不遂、饮食不节有关，故在预防上要
重视精神与饮食的调摄。患者要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与饮食习
惯，同时保持乐观的情绪，避免过度劳累与紧张也是预防本病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汤益气健脾，共奏疏肝理气、和胃止痛之功。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9（25.7） 22
（62.9）

4（11.4）

31（88.6）

5（14.3） 17
（48.6）

13（37.1）

22（62.9）

复发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周仲瑛.中医内科学(新世纪第二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3

讨

论

186-195

胃为阳土，喜润恶燥，为五脏六腑之大源，主受纳、腐熟
水谷，其气以和降为顺。胃痛的病变部位在胃，但与肝、脾的
关系极为密切。肝属木，胃属土，肝胃之间，木土相克，肝气
郁结，易于横逆犯胃，以致中焦气机不畅，发为胃痛。脾与胃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3-4
[3]崔爱民.肝胃百合汤治疗胃脘痛 86 例临床体会[J].中华现代中西医杂志,
2004,2(5):437-438

同居中焦，以膜相连，一脏一腑，互为表里，共主升降，脾病
编辑：李妍 编号：EA-12112031（修回：2013-03-18）

多涉于胃，胃病亦可及于脾。故治疗要抓住肝胃脾同病、肝胃

疏肝和胃清降方治疗反流性食管炎（肝胃郁热型）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reflux esophagitis with
the Shugan Hewei Qingjiang recipe
赵劲枝
（广东省肇庆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655.4

肇庆，5260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64-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方疏肝和胃清降方治疗反流性食管炎（肝胃郁热型）的临床疗效。方法：将符合诊断标准的 72 例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36 例，对照组予西药兰索拉唑（15mg，po，qd）及莫沙比利分散片（5mg，po，tid）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加用疏肝和胃清降方口服，1 剂/d，2 次/d。疗程 4 周，观察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空腹血中白介素 8（IL-8）水平。结论：疏
肝和胃清降方能明显降低白介素 8（IL-8）水平，对不同病情程度的反流性食管炎（肝胃郁热型）患者均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疏肝和胃清降方；反流性食管炎；白介素 8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elf-made Shugan Hewei Qingjiang recipe on treating reflux esophagitis.
Methods: 7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Lansoprazole and Mosaprid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orally given Shugan Hewei Qingjiang recip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4.44% and 72.22% respectively (P<0.05). The IL-8 conte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98.81±32.05) umol/L and
(74.88±25) umol/L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Shugan Hewei Qingjiang recip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reflux esophagitis.
【Keywords】 Shugan Hewei Qingjiang recipe; Reflux esophagitis; IL-8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0
反流性食管炎（RE）是胃及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
引起食管粘膜消化性炎性病变，重者出现溃疡及狭窄。笔者运

72 例均为住院病例，男 29 例，女 43 例；病程半年～10
年；年龄 22～62 岁。胃镜分极：I 级（食管下段粘膜点状或条

用疏肝和胃清降方加减联合兰索拉唑及莫沙比利分散片治疗

样发红，糜烂无融合）43 例；II 级（食管中下段条样糜烂并伴

该病 36 例，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局部融合）24 例；III 级（食管粘膜广泛发红，糜烂融合呈全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周性或溃疡形成）5 例。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会制定的《反流性食管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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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治疗指南》（2003 年）[1]标准：①胃食管反流的典型症状如

胃降逆为法。而本方乃疏肝和胃清降之剂，加制酸止痛药治疗，

烧心、反酸、胸骨后灼痛等；②胃镜检查有 I-III 级食管炎症状

标本兼顾。方中黄连、吴茱英清泻肝火，降逆止呕；配白芍柔

表现；③排除妊娠、贲门失驰缓症、幽门梗阻、滑动型食管裂

肝敛肝，以制肝木横逆，肝为藏血之脏，加用丹皮凉血清肝，

孔疝等病。

加青皮、陈皮、刀豆壳、制香附、枳壳、半夏疏肝理气、和胃

2

降逆，麦冬柔肝润燥，防理气诸药伤阴，象贝清热散结，助黄

治疗方法与观察指标

连、丹皮以清肝经郁热，合白芨、乌贼骨、锻瓦楞生肌护膜、

2.1 治疗方法

制酸止痛，延胡索行气止痛，莱菔子理气通腑，胃为六腑之一，

将符合诊断标准的 72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36 例，对照
组予西药兰索拉唑（15mg，po，qd）及莫沙比利分散片（5mg，

“六腑以通为用”，加用莱菔子有助于胃气下行。全方共奏泻
肝和胃，生肌护膜作用。

po，tid）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疏肝和胃清降方口服，1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反流问题，减少病情复发，许多学者在

剂/d，2 次/d。药物组成：黄连 10g，吴茱萸 3g，白术 10g，白

食管动力学及炎症细胞因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较多

芍 15g，丹皮 10g，青皮 5g，陈皮 6g，法夏 10g，麦冬 10g，

的成果，如 Fitzgerald 的研究证实食管上皮细胞株能产生 IL-8，

乌贼骨 30g，锻瓦楞 30g，白芨 6g，象贝 10g，刀豆壳 30g，制

在 RE 患者食管黏膜中，部分炎症细胞因子（IL-1、IL-8、IFN-α）

香附 10g，枳壳 10g，延胡索 10g。服药方法：1 剂/d，分两次

mRNA 的表达是明显升高的[2]。IL-8 作为典型的 CXC 类趋化

服用，150ml/次，2 次/d，餐前 30min 温服。两组均以 4 周为 1

因子，是一种强有效的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与中性多形核白

个疗程。治疗期间忌食刺激性粗糙食物、烫物及药物，戒烟戒

细胞（PMN）表面特异性受体的结合可导致细胞外形改变，促

酒，避免诱因，如饱食、甜食等，保持大便通畅。

进 PMN 脱颗粒，激活 PMN 并使其产生呼吸爆发、释放超氧化

2.2 观察指标

物和溶酶体酶，启动和促进炎症反应。研究提示 IL-8 连同其他

白介素 8（IL-8）所有受检者均固定在清晨 7 时采血，取

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共同参与 RE 患者食管黏膜的炎症[3-4]，表

肘静脉血 4ml。采血前试管预冷，加人适量 10%EDTA-2Na 和

明 IL-8 的表达是食管炎症的一种敏感指标。而本方应用于临床

抑肽酶；各实验对象在清晨空腹下取静脉血 4ml，采血后立即

实践，经抽血检验发现，本方亦能明显降低炎症细胞因子 IL-8

轻摇混匀，于 4℃下离心，分离血浆，以放射免疫法测定。

水平、从而减少食管黏膜的炎症反应，有效改善患者症状。

3

目前西药主要采用抑酸、促胃动力、保护食管、胃粘膜等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药物治疗，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流问题，停药后可出现病情
3.1 疗效标准

复发；坚持抗反流维持治疗可降低其复发率，然而长期用药可

痊愈：症状消失，胃镜检查食管炎分级降低一级以上；好

产生毒副作用、影响药物的敏感性及加重患者经济负担。而疏

转：症状部分消失，胃镜检查食管炎分级降低一级以上；无效：

肝和胃清降方联合兰索拉唑及莫沙必利分散片口服不仅能泻

症状及胃镜检查无改善。

肝和胃、生肌护膜，而且能降低炎症细胞因子 IL-8 水平、减少

3.2 治疗结果

食管黏膜的炎症反应，因此能有效改善患者症状、缩短疗程、

两组疗效对比见表 1。治疗组白介素 8（IL-8）治疗前后含
量变化见表 2。

减少复发、克服目前西医治疗的不足，在临床上具有较高实用
价值。

表 1 两组胃镜疗效对比（n）

参考文献：

组 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36

12

12

10

2

94.44

对照组

36

6

8

12

10

72.22

注：两组对比，经卡方检验，x2＝6.40，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1]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会.反流性食管炎诊断及治疗指南[J].中华消化内
镜杂志,2004,21(4):221-221
[2]Fitzgerald RC, Onwueg busi BA, Bajaj Elliott M. Diversity in the
oesophageal phenotypic response to gastrooesophag eal reflux: immunological

表 2 治疗组白介素 8（IL-8）治疗前后含量变化（mol/L， x ± s ）
治疗前

治疗后

[3]Kondo S, Yoneta A, Yazaw a H, et al. Down regulation of CXCR-2 but not

IL-10

74.88±25.40

98.81±32.05

CXCR 1expression by human keratinocytes by UVB[J]. J Cell Physiol,2000,

注：经方差分析和 q 检验，两组比较 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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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流性食管炎属中医“食管瘅”范畴。中医学认为肝主疏
泄，有调畅情志功能，喜条达，恶抑郁，所以情志不畅，如忧
思恼怒等皆可引起肝气郁结，失于疏泄，横逆犯胃，胃气失和，
气逆于上则可出现反酸、暖气；久之肝胃气机郁而化热，烧心、

182:366-370
[4]Sfakianakis A, Bar r CE, Kreutzer DL. Localizat ion of the chemokine
interleukin-8 and interleukin-8 receptors in human ging iva and cultured
gingival keratinocy tes[J]. J Pediodont Res, 2002,37:15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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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骨后灼痛、口苦随之而作。病位在胃（食管），与肝脾关系
密切，肝胃郁热为其主要病机之一，故治疗当以疏肝泄热、和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2120424（修回：2013-03-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66-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6

中医药灌肠治疗盆腔炎的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in TCM
郑朝晖 韦桂梅 罗鲜兰
（广西宜州市中医院，广西 宜州，546300）
中图分类号：R7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66-01

【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药灌肠治疗盆腔炎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 180 例采用中药灌肠疗法的盆腔炎患者临床资
料，对其疗效进行总结分析。结果：180 例盆腔炎患者总有效率为 91%。结论：中药灌肠用于治疗盆腔炎安全、有效，值得推
广应用。
【关键词】 中医药；灌肠；盆腔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treating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in TCM. Methods: Recorded and
summarized efficacy of clinical data for 180 cases of pelvic inflammatory treated by herbal enema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180 cases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patients was 91%. Conclusion: Herbal enema for the treatment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was safe, effective, and should be widely applied.
【Keywords】 TCM; Enema;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1
我科于 2010 年 2 月～2012 年 2 月期间，采用自拟中药灌

2

肠疗法对 180 例急、慢性盆腔炎患者进行治疗，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80 例研究对象均为我科 2010 年 2 月～2012 年 2 月诊治
的盆腔炎患者，年龄为 20～54 岁，平均年龄为 35 岁，病程为
6 个月～8 年，平均为 3.1 年；其中，急性盆腔炎 78 例，慢性
盆腔炎 102 例；由盆腔炎引发不孕患者 56 例。
1.2 治疗方法
采用我科自拟中药方进行保留灌肠治疗（急性盆腔炎患者
同时应用西药进行治疗）；其中，盆腔炎导致不孕、输卵管堵
塞者应用自拟 1 号中药方：桂枝 6g，郁金 9g，路路通 9g，丹
参 6g 炒赤药 9g，炮山甲 9g，败酱草 15g，皂角刺 15g，制乳
香 6g，制没药 6g；对于盆腔积液、附件炎患者应用自拟 2 号
中药方：当归 12g，川芎 8g，赤芍 10g，丹参 12g，桃仁 8g，
三棱 10g，莪术 10g，泽兰 10g，益母草 10g，生蒲黄 8g，大黄

结

果

180 例急慢性盆腔炎患者总有效率为 91%，无效率为 9%；
应用 1 号方盆腔炎不孕的 56 例患者治疗成功 41 例，失败 15
例；应用 2 号方的 124 例盆腔炎患者总有效率为 89%。
3

讨

论

此治疗手段自从在盆腔炎领域应用以来，就取得了女性患
者和医务工作者的青睐。本次研究结果显示，180 例盆腔炎患
者的总有效率高达 91%，其中，1 号方出自《仙方活命饮》化
裁，具有活血化瘀、理气行滞、疏通经络、清热解毒、软坚散
结之功效，对盆腔炎症引起的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具有良好功
效；本次研究中的 56 例盆腔炎不孕患者经中药 1 号方联合西
药抗生素治疗后，成功了 41 例，有 15 例失败。2 号方出自《阳
和解凝膏》化裁，具有活血止痛、抗炎利水功效，可促进机体
对盆腔内炎性渗出液的吸收，
本研究有 124 例患者应用了此方，
治疗总有效率为 89%。

8g，枳壳 9g。

参考文献：

1.3 疗效评估标准

[1]罗改先.中药保留灌肠治疗盆腔炎在临床应用中的改进[J].实用医技杂志,

1.3.1 盆腔炎疗效标准

2011,4(9):321-322

腹痛表现消除、阴道分泌物恢复正常、妇科检查时无子宫
压痛及宫旁两附件无压痛无增厚者视为显效。
1.3.2 盆腔炎不孕疗效标准
输卵管造影复查显示输卵管通畅者视为成功，显示输卵管
依然堵塞或不畅者视为失败。

[2]李萍,曲欣青.中药保留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炎 30 例[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0,8(4):198
[3]李文红,刘慧.中药保留灌肠配合热敷治疗慢性盆腔炎 80 例[J].云南中医
中药杂志,2011,7(5):123
[4]韩崇.中医治疗盆腔炎临床探讨[J].内蒙古中医药,2010,9(11):456-457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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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gasping bronch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苏淑丹
（广西南宁市武鸣县中医医院，广西 武鸣，530100）
中图分类号：R5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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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的临床效果。方法：80 例患者被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
组各 40 例。对照组静脉滴注头孢噻肟钠、氨茶碱、地塞米松，口服氨溴索片。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予小青龙汤加减口服。
结果：治疗组的有效率为 92.5%，对照组的有效率为 72.5%，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结论：中西医结合对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
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chronic gasping bronchitis.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travenously injected with cefotaxime sodium,
aminophylline and hexadecadrol and orally given ambroxol,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orally given Xiaoqinglong decoc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2.5% and 72.5%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ronic gasping bronchitis.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hronic gasping bronchitis;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2
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是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织的

10mg 加入 5%的葡萄糖 250ml 静滴，1 次/d；氨溴索片 30mg

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临床上单用西

口服，3 次/d。喘息症状重者辅以吸氧。

药虽然有一定的疗效，但因疗效不持久，不良反应多，且较易

1.3.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予小青龙汤加减口服。药物组成：

产生耐药菌和菌群失调。我院自 2010 年 1 月～2012 年 6 月采
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 40 例，取得较满意疗

麻黄 10g，半夏 10g，桂枝 10g，细辛 3g，五味子 10g，白芍 l0g，

效，现报告如下。

干姜 3g，炙甘草 6g，白芥子 10g，苏子 10g。喘急加蛤蚧 10g，

1

资料与方法

川芎 10g；痰多加川贝 l0g，款冬花 10g；体虚者加人参 10g，
黄芪 10g。水煎服，1 剂/d，分早晚 2 次服。
两组患者治疗均以 1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后统计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0 年 1 月～2012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患者 80 例，随
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中，男 22 例，

疗效。
1.4 疗效标准

女 18 例，年龄 32～82 岁，平均年龄（58±7.5）岁，病程 2～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中关于喘病的疗效标准。

12 年，平均（4±2.2）年；治疗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①治愈：喘息及其他症状消失，实验室检查明显好转；②好转：

38～80 岁，平均年龄（56±6.2）岁，病程 5～11 年，平均（5

喘息及其他症状好转，实验室检查有改善；③未愈：主要症状

±2.4）年。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及病情严重度等方面比较

未改善或恶化者。

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2.0 统计软件统计，采用 x2 检验。P<0.05 说明

1.2 诊断标准
参照《内科学》[1]中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的诊断标准：咳
嗽、咳痰伴有喘息，每年发病持续 3 个月，连续 2 年或 2 年以

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2

治疗结果

上者；排除其他心肺疾患，特别是支气管哮喘、肺结核、支气

见表 1。

管扩张、肺癌等疾病引起的慢性咳嗽、咳痰；X 胸片示双肺纹
理增多、增粗和紊乱。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1.3 治疗方法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1.3.1 对照组

治疗组

40

19

18

3

92.5*

对照组

40

9

20

11

72.5

常规予抗感染、平喘、祛痰治疗。头孢噻肟钠 4.0g 加入
0.9%的氯化钠 250ml 静滴，2 次/d；氨茶碱 0.25g，地塞米松

*

注： 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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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会

喘咳；肾为气之根，与肺同司气体之出纳，肾摄纳失常则气不

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是呼吸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临床
常以反复发作，病情迁延年久，以至发生气流受限，肺气肿和
肺源性心脏病，进一步引起呼吸衰竭。本病病因尚不能完全明
确，多数学者认为是病毒和细菌的重复感染形成了支气管的慢
性非特异性炎症。当气温骤降、呼吸道小血管痉挛缺血、防御
功能下降时容易致病；粉尘烟雾、大气污染等慢性刺激也可发
病；吸烟因为可使支气管痉挛、纤毛运动降低、粘膜变异、粘
液分泌增多，使感染发生更易；此外，过敏因素也有一定关系。
西医在本病的治疗上一般采用抗炎、解痉、止咳平喘等药物控
制症状，但疾病时好时坏，反复发作，容易导致疾病进展至肺
心病、呼吸衰竭、心力衰竭。
此病属中医“咳嗽”
，
“喘证”范畴。其发病机理主要在肺
和肾，因肺为气之主，司呼吸，外合皮毛，内为五脏华盖，为
气机出入升降之枢纽，肺的宣肃功能正常，则吐浊吸清，呼吸
调匀。若外邪侵袭，可使肺失宣降，肺气胀满、呼吸不利而致

归原，阴阳不相接续，亦可气逆于肺而为喘咳。我们以小青龙
汤为基础加减治疗，方中桂枝、麻黄相须为君，桂枝温肺化气
而消痰饮，麻黄宣发肺气而平喘咳；干姜、细辛为臣，温肺化
饮以平喘祛痰，加强麻、桂之药力；芍药和营养血，五味子敛
肺止咳、二药与辛散之桂、麻、姜、辛相配，一散一收，既可
增强止咳平喘之功，又可制约诸药辛散温燥太过之弊；白芥子、
半夏、紫苏子均为佐药，用以平喘化痰；炙草为佐使之药，既
可益气和中，又能调和辛散酸收之品。诸药合用，共凑宣肺平
喘，表里双解之功。
参考文献：
[1]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60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一喘病[M].南京:南京大学出社,
19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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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肛肠科术后肛门瘙痒症的疗效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nal pruritus following anorectal surgery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张龙江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75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68-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肛肠科术后肛门瘙痒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将入选的 100 例患者随机均分为试验组与
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一般治疗、西医药物及微波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医辨证外洗治疗。结果：试验组临床
治愈率 72%明显优于对照组 36%。结论：中西医结合可有效治愈瘙痒症，且疗效显著。
【关键词】 肛门瘙痒症；并发症；辨证施治；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anal pruritus following anorectal surgery.
Methods: 100 cases of test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50 cases in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general treatment, modern medicine and microwave treat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ok treatment of TCM
external washing more.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for 72% cur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for 36%.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cure pruritus, and has a significant efficacy.
【Keywords】 Anal pruritus; Complication;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3
肛肠科术后肛门瘙痒症属于外因引起的继发性瘙痒症，是

性皮炎、虱病、疥疮以及术后药物引起的肛门瘙痒者、术前有

肛肠科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单纯西医治疗，往往采取局部

肛门瘙痒者及术后治疗不满疗程患者。其中包括男性患者 58

外用药物治疗以及物理治疗，较易复发，自我院采用中西医结

例，女性患者 42 例；年龄最小 18 岁，最大 77 岁，平均年龄

合治疗本病以来，取得较理想之疗效，现报告如下。

59.5 岁；行痔切扎术者 55 例、肛瘘切除（开）术及肛周脓肿

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0 年 2 月～2012 年 10 月间来我院就诊之肛门瘙痒

患者 100 例，均为我院肛肠科手术住院患者且排除湿疹、神经

切开引流术后患者 45 例；起病时间为术后 2～10d。将上述患
者按照就诊之顺序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患
者在性别、年龄、手术方式等一般资料方面，经统计学分析
（P>0.05）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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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

疗

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在一般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西医药物治疗。治疗组在
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医辨证治疗。
2.1.1 一般治疗

-692.3 疗效评定标准
①治愈：瘙痒症状完全消失，肛周皮肤正常，6 个月无复
发；②有效：瘙痒症状明显减轻或基本消失，肛门皮肤基本接
近正常；③无效：瘙痒症状和皮损症状无明显改善。
3

所有患者于术后每日切口清洗、换药，并保持肛门周围干

果

两组患者经治疗，结果见表 1。

燥，术后注意卫生，有瘙痒者且忌局部用手抓挠，治疗期间忌
食生冷刺激性食物。于每次便后清洗肛门以保持局部清洁干

结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n（%）]

燥，且注意不用过热或过冷之水坐浴，以免引起对肛周皮肤的

组别

n

治愈

刺激。

治疗组

50

2.1.2 西医药物治疗

对照组

50

给予西替利嗪片 10mg，口服，1 次/d；瘙痒严重者给予肛
周微波照射治疗，30min/次，1 次/d。并给予曲安奈德益康唑

2.1.3 辨证论治
2.1.3.1 湿热郁结型
临床症状：肛周切口边缘皮肤呈持续或阵发性瘙痒，切口

无效

总有效率

36（72）

11（22）

3（6）

94

18（36）

28（56）

4（8）

92

注：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无明显性差异，但试验组治愈率方
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

乳膏涂擦，注意避免涂至切口肉芽组织处，3～4 次/d。对于有
睡眠障碍的患者睡前可口服艾司唑仑片对症治疗。

有效

4

讨

论

肛门瘙痒症是一种无任何原发性皮肤损害的神经功能障
碍性皮肤病[3]，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继发性肛门瘙痒
症多因直肠炎、肛瘘、痔疮或寄生虫等所引起，多伴有明显的

分泌物及渗出物较多，肛门常有下坠等不适症状，且遇热加重，

特异性皮肤损害和原发病变。目前临床西医治疗多采用 H1 受

遇冷则减，白天重夜晚轻。查舌质淡或红，苔薄或白腻或厚腻，

体拮抗剂，抗细菌及抗真菌治疗等，可有效改善症状，但却难

脉濡缓或滑。此类型常见于肛瘘及肛周脓肿术后。治则应为：

以根治，较易复发，寻求根治之方法，是治疗本病的当务之急。

清热利湿、祛风止痒。药用清热利湿洗剂[1]加减，组方：苦楝

本病属中医学“痒风”
、
“谷道痒”等范畴，中医有“诸痒

皮、蛇床子、马齿苋、苦参、地肤子、牡丹皮、鱼腥草、龙胆

属虚、属风，热盛则痛，热微则痒”
、
“血虚则生风，风聚则发

草、枯矾、白蔹。

痒”之说，所以其外因主要是感受风、湿、热邪以及虫毒骚扰

2.1.3.2 血虚生风型

等；内因常为血虚风燥、肝肾不足、脏腑虚弱、湿热下注等引

临床症状：肛周皮肤干燥无渗出，皮肤失去光泽及弹性，

起。

皲裂严重。肛门微微作痒，犹如虫行，入夜后常会加重，甚者

依据临床特点可知，术后继发肛门瘙痒症一般属于血虚生

夜不能寐。查舌质微红或淡，脉细或正常。此类型常见于术后

风、血瘀生风、湿热下注等。故本案从中医学基础出发，探求

切口收口愈合时或疮面结痂阶段。治则为：养血润肤、祛风止

病因，从虚实两面着手，补其虚，祛其实，息其风，治疗上采

痒。药用养血祛风散加减，组方：生地黄、熟地黄、当归、麦

取祛风利湿、消肿止痛、养血生肌等辨证施治方法，另配合西

冬、天冬、白芍、赤芍、防风、苦参、白鲜皮。

药西替利嗪，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西替利嗪为选择性组胺

2.1.3.3 风湿型

H1 受体拮抗剂，可有效对抗组胺释放引起的皮肤黏膜变态反

临床症状：肛周皮肤瘙痒较甚，切口边缘皮肤黏膜水肿较

应性疾病。微波治疗能够吸附组织内的水分子，使之发生剧烈

明显，可较周围突起直径为 1～2cm 大小水肿块，肛周皮肤表

的摩擦，产生很强的热效应，从而加快局部微循环和淋巴回流，

现为刺痛或胀痛，常夜间或遇冷使瘙痒症状加重，得暖则可缓

起到改善毛细血管通透性，提高局部组织抗炎的能力，进而改

解或减轻。查：舌淡红，苔薄白，脉濡或浮紧或微数。此类型

善瘙痒症状，达到治疗之目的。

多见于痔疮术后。治则为祛湿消肿、疏风止痒。药用消肿止痛

本案从中西医结合思想出发，西医药改善临床症状，中医

洗剂[1]和十三子洗剂化裁，组方：赤芍、苍术、野菊花、大黄、

药标本兼治，除治疗外，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饮食调理

草乌、蛇床子、地肤子、五倍子、苦参、羌活等[1]。

也是治疗本病的关键，应大力提倡和宣教。

2.1.3.4 使用方法
上方 1 剂/d，文火水煎 30min，每剂煎 2 次，滤取 1500ml

参考文献：

药液，待温先熏洗后坐浴，2～3 次/d，熏洗 5min/次，坐浴 5～

[1]丁义江.丁氏痔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380-382

10min，温度以 35℃～40℃为宜。各方在临床应用中，应根据

[2]刘锐.中西医结合治疗肛肠科术后疾病合并肛门瘙痒症 88 例[J].内蒙古中

患者的年龄、体质以及症状体征的不同来随证加减。

医药,2012(4):20-21

2.2 疗程观察

[3]贺天喜,王东雁,郝玉玲.祛湿止痒汤治疗肛门湿疹肛门瘙痒症 466 例[J].中

7d 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后看效果，1 个疗程结束后
症状好转但未完全消失者则继续治疗，直至症状完全消失，随
访 2 个月。

国肛肠病杂志,2004,2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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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中医证治思路的研究
Research on treating diabetes in TCM
李桂祥
（河北省滦平县中医院，河北 滦平，06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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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中医证治糖尿病进行研究和讨论，总结治疗糖尿病的思路。对糖尿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进行交流，制
定有效的治疗方案。采取多种治疗方法，为糖尿病的认识预防诊断治疗等方面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糖尿病；中医证治
【Abstract】 Discussing and investigating treating diabetes in TCM in order to summarize ideas for treatment. Develop an effective
treatment by communicating i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methods. Taking varieties of methods is go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awareness,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words】 Diabetes;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4
近年来，广大中医学者对糖尿病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

加重的现象已经出现很多。在这些案例中，患者的脾脏阴阳发

究，希望能减轻糖尿病给患者带来的痛苦。他们通过对糖尿病

生巨大的改变，患者的脾脏由脾阴和脾阳两部分共同调节。脾

的病理特征进行分析，采用中医证治方法对患者进行治疗，取

阴主要对人体脾气功能进行协助，通过对脾脏的滋养，保证脾

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本文就糖尿病中医证治思路这一问题进

脏的正常工作，帮助转化水谷。它还可以通过和脾脏相互作用

行研究，确定糖尿病中医证治的思路。

完成脾脏的正常生理活动，完成人体代谢[2]。
脾脏问题对糖尿病的影响还表现在转化散精过程中。患者

1

糖尿病的分期问题

的脾脏受损，无法将糖原进行利用。人们生活水平不规律、膳

初期的患者身体火热炽盛，气虚亏损。患者主要是身体内

食不合理、劳逸失衡，导致气血两亏，脾脏受损，糖类脂类代

分泌系统出现轻微症状，血糖偏高，在临床上没有明显的外部

谢受阻，形成糖尿病。在预防过程中，医护人员可以对脾脏进

表现[1]。中期患者肝火旺盛，出现“三多一少”的症状，身体

行治疗，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达到人体正常生活的目标。

消瘦。后期患者的病症加剧，身体机能衰退，机体极度消瘦。

4

此时糖尿病还会导致患者身体器官受损，引起其他疾病，给患
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糖毒致损，火热炽盛。糖毒在糖尿病患者的机体中进行破
坏，引发患者器官的功能减弱，伤及脾脏。在糖尿病患者中，
痰、湿、郁、毒、瘀这五大杀手可以对患者全身进行大面积破

对糖尿病患者的病情进行辨证分析。通过中医证治我们发
现：采用茯苓、芡实、葛根、黄精、石斛等制药，着重对患者
的脾脏进行护理可以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对患者的脾脏进行
滋补养护，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采用合适的滋补药物对阴阳
失衡进行调理，这样才能达到中医证治的效果[3]。

坏，必须引起医护人员的注意。
2

糖尿病的发病诊断
糖尿病主要是人体的内分泌系统紊乱导致的一类内分泌疾

病，患者常伴有的现象是身体消瘦，多食多饮、血糖过多、代
谢机能减弱。糖尿病是人体的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过低或者
胰岛素分泌产生障碍。在这个过程中，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代谢
功能受到抑制，无法将多余的糖原进行消化、吸收和转化。体

糖尿病的中医证治

中医证治通过对患者发病的原因，临床特征和病理基础三
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有效的治疗方案。通过对患者的病情进行
深入研究，采用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对患者进行诊治。在这
个过程中医护人员需要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充分的了解，与患者
进行交流，保证患者配合医护工作顺利开展。
5

总

结

糖尿病患者的胰岛 B 细胞受损，人体的阴阳失调，在降血

内的糖原在代谢中逐渐积累，导致患者血糖过高，形成糖尿病。

脂降血糖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对糖尿病进行治疗，由阴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的迁延性疾病，具有很强病理特征。患者在

及阳，由脾及肾，脾肾共补，活血化瘀，确保人体内分泌系统

发病过程中很容易引起其他疾病，导致病情加重，患者的身体

恢复正常，达到治标治本的功效。

免疫功能减弱，造成恶性循环。我们在对糖尿病的发病问题进
行研究讨论时发现，导致糖尿病的主要因素是患者的脾阴虚亏。
3

糖尿病的病理基础
糖尿病是一种多发的高危疾病。它的病理基础有很多，其

参考文献：
[1]冯新玲,张定华.糖尿病前期中医证治研究进展[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1, 27
[2]董明.糖尿病中医临证治疗应注意辨证论治-消渴合并视瞻昏渺 1 例分析[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1,9

中主要是脾阴阳失衡。脾阴阳失衡导致胰岛细胞产生胰岛素的

[3]王绍俊.中医辨证治疗 58 例 II 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分析[J].按摩与康复医学,

能力减弱，血糖调节受到抑制，形成血糖累积产生糖尿病。由

2011(23)

于脾阴阳失衡导致的胰岛细胞功能减弱，患者产生尿糖和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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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 56 例
Treating 56 cases of recurrent oral ulcer with modified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何明清
（河南省周口市中医院，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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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11 例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分为两组，对
照组给予西药华素片维生素 B2 片常规治疗，治疗组给予口服中药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4.3%，对照组为
60.6%，且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有明显疗效。
【关键词】 复发性口腔溃疡；口疮；半夏泻心汤加减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on treating recurrent oral ulcer.
Methods: 111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ydiodine and Vitamin B2,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4.3%,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0.6%. Conclusion: Modified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recurrent oral ulcer.
【Keywords】 Recurrent oral ulcer; Aphtha; Modified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5
复发性口腔溃疡[1]又称复发性阿弗他溃疡，特征是以“口

1.2.2 对照组

腔黏膜各部位反复发生的溃疡”为主，由于烧灼疼痛感明显

采用维生素 B2 片，2 片（5mg）/次，2 次/d，口服；口含

故冠以希腊文“阿弗他”（灼痛）。临床表现是口腔黏膜浅表

华素片 1 片（1.5mg）/次，4 次/d。

性溃疡呈椭圆形或圆形且反复出现，明显局部灼痛，轻病人

1.3 疗效判定标准
以《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 1 辑）
》[2]制订：临床

溃疡数月发生 1 次，重病人频繁发作，甚至持续不间断，影
响语言及饮食，使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本病无传染性，但

治愈：口腔溃疡愈合，口腔黏膜正常，12 个月未发作；好转：

现在病因、病机仍不详。精神紧张、药或食物、维生素缺乏、

患处灼痛减轻，口腔溃疡的表面积缩小，发作次数下降。无效：

体内激素分泌紊乱、创伤等可能为诱因。遗传、潜在胃肠疾

患者自觉症状没有减轻或反而加重。

病、血液病和内分泌等系统性疾病、微生物、免疫也可能在
本病的发病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大部分患者既往身体健康，

2

治疗结果
治疗组及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 56 例，治愈 32

未查出系统性疾患史。病机病因不详，故诊断主要根据病史
及临床表现，目前无明确的实验室检查可作为诊断依据使用。

例（57.1%），好转 22 例（39.2%），无效 2 例（30.3%），总有

我科给予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 56 例效果理

效率 96.3%，对照组 55 例，治愈 19 例（30.3%），好转 19 例

想，现回顾性总结如下。

（30.3%），无效 17 例（3.6%），总有效率 60.6%。故临床疗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材料

效相比，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3

讨

论

复发性口腔溃疡病人 111 例均为我院门诊病人，随机分为

复发性口腔溃疡，属于中医“口疮”
、
“口糜”范畴。中医

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 56 例，其中男 37 例，女 19 例；且

理论认为，脾心开窍于口舌，
“联咽系舌本为肾脉”
，故口疮病

年龄在 25～77 岁，大致平均 44 岁左右，而病程在 4～62 年，

虽在口，但其与内脏有密切联系，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火）

平均 26 年；对照组 55 例，其中男 36 例，女 19 例；且年龄在

（《素问•至真要大论》）”，此火有实虚之分。实火者大多因饮

23～78 岁，大致平均 42 岁左右；而病程在 5～57 年；大致平

食所伤，食积停滞；情志不畅，气机郁滞；或热邪外感，失于

均 24 年左右，治疗组及对照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上无显著差

散解所致。虚火者多因阴虚火旺或脾胃虚寒，火不安位所致。

别（P>0.05）
，明显具可比性。

在临床上，可见儿童青年既往体健，病程多短，大多为“实火”；

1.2 治疗方法

久病且有便秘、失眠等脏腑功能失调的症状的中老年人，大多

1.2.1 治疗组

为“虚火”
。因此，复发性口腔溃疡，应为“虚火”
。复发性口

采用半夏泻心汤加减，方药组成：半夏 12g，黄芩 9g，黄

腔溃疡，即有口疮灼痛、便秘、舌红口干等热证表现又有疲劳

连 6g，黄芪 30g，党参 10g，炙甘草 6g，干姜 5g，地骨皮 30g，

汗出，食凉便溏，舌虽红而苔滑腻，舌体胖寒证表现。剖析其

川牛膝 15g，柴胡 10g，1 付/d，水煎服，早晚分服。

因，大多因食伤，劳累，脾气损伤，或过服寒凉，致中气弱，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72-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6

运化无力，使食、湿、饮易停。久郁化火，火热蕴结胃腑。因

同时芪、参、草三者又能调节免疫功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加

此，复发性口腔溃疡就多属脾虚胃实，肠寒胃热，虚火上浮，

地骨皮清热，以川牛膝引火下行。柴胡引经上行，直达病患。

熏灼口舌，日久肌膜溃烂而发病。薛己《口齿类要》就指出：

全方共奏寒热平调、补中益气、清热解毒之功效，故观察表明

“口疮，上焦实热，中焦虚寒，……各经传变所致”。本病属

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疗效确切，且无明显不

脾胃气虚，心胃浮火，故治宜以补中益气，温脾清胃，降火解

良反应。

毒为主。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大多数症候，经常很难区分出寒热
虚实之症且寒热虚实又相互转化。故选用半夏泻心汤，从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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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火热之毒不再腐膜坏肉，以治其标。以半夏泻心汤，寒热平
调，和胃降逆。又合黄芪，与党参、甘草，补益中气，以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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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生脉饮治疗放射性肺炎 64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4 cases of radioactive pneumonia by
modified Shengmai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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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生脉饮治疗放射性肺炎的疗效。方法：将 64 例放射性肺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2 例，对照组
32 例。治疗组口服加味生脉饮；对照组采用地塞米松静脉点滴，同时配合抗生素，解痉、化痰、平喘等对症治疗。结果：治疗组
疗效及患者生存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加味生脉饮可有效治疗放射性肺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关键词】 放射性肺炎；加味生脉饮；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Shengmai Yin in treating radiation pneumonia. Methods: 6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of 32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 of 32 cases.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Shengmai Yin
treat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dexamethasone intravenously, combined with the symptomatic treatment of antibiotics,
antispasmodic, phlegm and asthma. Results: The efficacy and patients’life quality of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 (P<0.05)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hengmai Yin can effectively treat radioactive pneumonia,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rvival.
【Keywords】 Radiative pneumonia; Jiawei Shengmai Yi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6
放射性肺炎是胸部肿瘤放疗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正

例，淋巴瘤 1 例；RTOG 分级 2 级者 19 例，3 级者 13 例；对

常肺组织因放射性损伤而出现的炎性反应，5%～20%的患者出

照组 32 例，男性 22 例，女性 10 例，年龄 50～79 岁，中位年

现症状性放射性肺炎及肺纤维化，其对肺实质的损伤较为严

龄 61.7 岁；其中肺癌 14 例，食管癌 12 例，乳腺癌 4 例，淋巴

重，最终发展为放射性纤维化，甚至是致死的直接原因，从而

瘤 2 例；RTOG 分级 2 级者 17 例，3 级者 15 例。两组患者在

影响了肿瘤局部控制率及放疗后患者的生存质量。笔者自 2009

性别、年龄、病理、RTOG 对放射性肺炎分级及身体机能状况

年 1 月～2011 年 10 月采用自拟加味生脉饮治疗放射性肺炎 64

KPS 评分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例，并与采用激素治疗的对照组进行比较，取得较好疗效，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接受放疗的肿瘤病人出现放射性肺炎者 64 例，随机分为
两组，治疗组 32 例，男性 24 例，女性 8 例，年龄 45～78 岁，
中位年龄 61.5 岁；其中肺癌 15 例，食管癌 13 例，乳腺癌 3

所有患者病史、症状、体征及胸部 X 线、CT 检查均符合
放射性肺炎诊断标准。在治疗前均排除放射以外的肺部感染；
合并严重心，肺原发性疾病；严重肝肾功能不良者；KPS 评
分<60 分者。
1.2 治疗方法
1.2.1 治疗组
采用加味生脉饮：人参 20g，麦冬 30g，五味子 15g，沙参
30g，黄芩 15g，银花 30g，桑白皮 15g，鱼腥草 20g，全瓜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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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g，川贝 15g，百部 12g，桔梗 12g，杏仁 9g，枇杷叶 12g，

应属于中医学“咳嗽”、“喘证”、“肺痿”等范畴。放射治疗

当归 15g，丹参 15g，桃仁 20g，红花 20g。1 剂/d，早晚分服。

的射线是一种热毒因素，属于热毒之邪。放射线在杀伤肿瘤

1.2.2 对照组

细胞的同时，灼伤正常的肺组织，毒热伤阴，津枯肺燥，渐

采用地塞米松注射液 10～20mg/d 加 0.9 氯化钠 100ml 中

至肺叶枯萎。所引起的症状符合热盛阴虚的表现。其机理是

静脉点滴，1～2 周后减量至 5～10mg/d，然后逐渐减至停药，

因为热能化火，灼伤肺络，耗伤肺阴造成阴虚。而肿瘤患者

同时配合抗生素，解痉，化痰，平喘等对症治疗。28d 为 1 个

素体正气不足，痰瘀内结，正不胜邪，热毒之邪与痰瘀互结，

治疗周期。

瘀积成毒。所以本病属本虚标实，阴伤，气虚，热毒，血瘀

2

疗效观察

是其病机要点。故中医治疗重点是养阴与清热并重，兼以止
咳化痰，活血化瘀，补脾益肾等。本治疗组以生脉饮为主方，

2.1 观察项目

方中人参：补脾益气，扶正祛邪，增强抗病能力，现代药理

①临床症状：咳嗽，干咳或咳痰，胸闷，气憋或气喘，低

研究主要是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完善其抗应急、

热或发热，胸痛，呼吸困难；主要体征为肺部可闻及干、湿性

调理心肝等重要脏器功能 [3] 。麦冬：滋阴润肺，益胃生津，

啰音。②胸部 X 线或 CT：肺部炎症渗出病灶吸收、好转、稳

与甘润而苦寒之沙参合用，既能养阴润肺，又能清热生津，

定、纤维化、恶化进展。③生活质量 KPS 评分在治疗前后的变

适合阴虚肺燥有热之干咳少痰，并且二药在现代药理研究中

化情况。

都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4] 。五味子：敛肺止汗，生津

2.2 疗效判断标准[1]

止咳，四药合用，益气养阴，润肺止咳。放射线之热毒是放

①显效：临床症状在半个月内完全消失，胸部 X 线或胸

射性肺炎的原因，故方中加清热解毒之药，银花善散肺经实

部 CT 基本正常；②有效：临床症状在 1 个月内完全控制，胸

热之邪；黄芩泻肺经血分之热；桑白皮泻肺经气分之热；瓜

部 X 线或胸部 CT 示肺部渗出性炎症吸收超过 50%，③无效：

蒌能涤荡胸中的郁热，消除肺经的痰结，清上焦之火；鱼腥

临床症状在 2 个月以上仍未完全控制或死亡，胸部 X 线或胸部

草以清肺热见长，又具有消痈排脓之效，也适用于合并感染

CT 示肺部渗出性炎症改变无明显变化。

出现的痰多者。放射性肺炎在临床症状改善后，出现肺纤维

2.3 统计学处理

化的几率较大，因此在辨证治疗时，应重视活血化瘀药物的

应用 SPSS1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x2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治疗组显效 8 例（25%）
，有效 20 例（62.5%）
，无效 4 例
（12.5%）
，总有效率 87.5%；对照组显效 6 例（18.75%）
，有
效 14 例（43.75%）
，无效 12 例（37.5%）
，总有效率 62.5%。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KPS 评分升高 10 分以上者：治疗组 24 例（75.0%）
，对照组
14 例（43.75%），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P<0.05。
4

讨

论

放射性肺炎一般发生在放射治疗后的 1～3 个月。主要临
床表现有：刺激性干咳，伴气急，喘憋，不发热或低热，合并
感染时有高热、大量白痰或黄痰或少量血痰等。现代医学认为
放射性肺炎的发生与 II 型细胞的损伤和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关系密切。内皮细胞损伤致血流灌注改变，血管通透性增加，
并可以发生微血栓形成，使毛细血管堵塞，易引发中医之瘀血
之症[2]。目前西医治疗放射性肺炎，主要应用较大剂量的肾上
腺皮质激素合并抗生素，辅以吸氧、平喘止咳等对症处理。虽
然大剂量激素可暂时缓解症状、抑制肺纤维化的发展，但其副
作用较大，包括：免疫抑制，诱发二重感染，高血糖，高血压，

应用。方中当归、丹参、桃仁、红花具有活血化瘀，消瘤散
结，改善微循环，缓解血管痉挛，从而起到抗纤维化的作用。
辅以杏仁、川贝、枇杷叶、桔梗、百部等止咳化痰平喘。此
外，肿瘤患者经过放疗化疗后，脾肾常不足，故临床用药时
还可以加入黄芪、白术、枸杞子、女贞子等补脾益肾，助机
体抗邪。
总之，放射性肺炎一旦发生，会影响肿瘤局部控制率及放
疗后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有效的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针对
个体制定合理的放疗计划，评估放射性肺炎发生的各项危险指
标；在放射实施中，密切观察患者情况，熟练掌握放射性肺炎
的临床症状，诊断指标及临床治疗措施，达到早预防，早诊断，
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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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紊乱，消化道出血，撤药综合征，促使肿瘤复发和转移
等，从而限制了糖皮质激素对于放射性肺炎的预防给药和长期
使用。
从放射性肺炎的发生、发展所表现出的临床症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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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变性继发血小板升高一例并文献分析
An analysis of one case of uterine fibroids degeneration secondary to
platelet ele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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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宫肌瘤变性是指肌瘤失去原有的典型结构，可能引起腹痛等症状，子宫肌瘤合并腹痛、感染、变性，合并血液
改变非常少见；本文报道一例子宫肌瘤变性继发血小板升高罕见病例；临床医师应该认识到排除血液系统疾病，抗炎治疗血小板
仍然处于高水平状态，可提示血液改变可能与子宫肌瘤变性、感染有关，为以后的临床治疗提供诊治思路。
【关键词】 子宫肌瘤变性；血小板升高
【Abstract】 Uterine fibroids degeneration refers to the fibroid losing its original typical structure，which can be leaded to the
symptoms of abdominal pain，uterine fibroids with abdominal pain, infection, modifying，and then degenerating blood changes is very rare.
This paper reported a rare cases of a secondary increased platelet following uterine myoma degeneration, clinicians should recognize that
blood change may be associated with uterine myoma degeneration and infection if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platelets were still in a state
of high level and no other blood system diseases, this study would provide an idea for futur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words】 Uterine fibroids degeneration; Platelet elevate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7
1

病例简介
患者甲，39 岁，以“体检发现子宫肌瘤 4 年余，伴下腹剧

烈疼痛 4 日”为主诉住院。患者既往体健，月经规律，4 年前
于外院体检发现子宫肌瘤，逐渐出现尿频，腰酸，头晕乏力，
偶有耳鸣。舌淡，苔薄，脉沉细。下腹部扪及新生儿头大小肿
物，表面不规则，积块坚硬固定不移。近 4 日无明显诱因出现
下腹剧烈疼痛。妇检：盆腔触及新生儿头大小肿物，表面不规
则，压痛（＋）。辅检：超声：子宫前位，三径大小：82cm×
77cm×62cm，宫体部分别探及：54cm×63cm，30cm×32cm
的稍低回声区域，边界规整，内部回声均匀。血常规：WBC：
13.9×109/L，RBC：4.48×1012/L，HGB：131g/L，PLT：642
×109/L。凝血功能：FIB：6.95g/L。请血液科会诊考虑：白细
胞和血小板增高与慢性感染有关。抗炎治疗 7d 后复查血常规：
WBC：11.38×109/L，RBC：4.55×1012/L，HGB：133g/L。手
术探查见子宫体呈不规则样。前壁见（30×15×10）cm3 肌瘤
结节，张力较大。子宫后壁见手拳大肌瘤结节。子宫体散在数
枚大小不等肌瘤结节。膀胱与宫颈内口粘连。剖视子宫标本见
宫体前壁肌瘤变性，切面呈暗红色，质软，似变质牛肉，约 50ml
粘稠褐色及灰色液体溢出。标本送术中冰冻，病理回报：多发
性子宫平滑肌瘤伴粘液样变性及红色变性。术后病理诊断：
（子
宫）多发性子宫平滑肌瘤伴粘液样变性、红色变性及出血。术
后第 1、3、5d 复查血常规：白细胞、血小板均明显降低，术
后第 14d 恢复正常，预后良好。
2

讨

论

该患术前西医诊断：子宫肌瘤，中医诊断：癥瘕（肾虚血

瘀型）。因该患发现子宫肌瘤时间长并伴有腹痛“久病必虚”、
“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则结为
“久病必瘀”
，
《血证论》[1]云：
癥瘕。
”
“瘀血留滞”
，
“不通则痛”可见血瘀为本病的主要病因
病机，“腰为肾之外府”、“肾开窍于耳”腰酸，耳鸣，舌淡，
苔薄，脉沉细均为肾虚之征。该病其西医典型特点：腹痛、肌
瘤变性、血小板升高、白细胞升高。子宫肌瘤变性是指肌瘤失
去原有的典型结构。下腹部剧烈疼痛提示子宫肌瘤存在变性的
可能，由于局部组织缺血、梗死、淤血或血栓阻塞，引起局部
组织贫血、溶血，使血液渗入瘤体；也可能提示因瘤体增大，
局部血管破裂，出血，弥散于组织内。故术中纵行剖开瘤体约
50ml 粘稠灰褐色液体流出，长期慢性感染引起血小板异常升
高，在临床比较少见，血小板增多与白细胞成正相关，但与中
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的水平无明显关联，提示细菌和病毒感染
均可造成血小板增多[2]。白细胞增高可提示感染和炎症的反应
比较重，可见重症感染更易导致血小板增多；也可能是由于血
小板功能及结构障碍引起反复出血倾向，血小板长期持续性增
高，其高聚集性，导致血勃度增加，组织缺氧[3]，易在小血管
内形成微血栓或凝块导致子宫肌瘤变性。此外血小板异常升
高，近来认为发病机制可能与 JAK-2 基因 V617F 突变有关[4-5]。
子宫肌瘤患者病史中有月经改变、腹部触到瘤体有结节及压
痛，体温在 38℃左右，白细胞增加，若术前患者剧烈腹痛在临
床上极易造成误诊。术前超声诊断具有一定意义，超声检查肌
瘤有不均匀回声，见肌瘤结节内有高阻血流和低阻血流，有坏
死则表现为强回声光团、光点，认为超声图像仅仅是肌瘤组织
物理界面和声学性质的反映，不具备确定病理性质的功能，但
（下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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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黄方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 4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AIH with the Yuhuang decoction
李培根
（云南景洪武警西双版纳边防支队医院，云南 景洪，666100）
中图分类号：R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75-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愈黄方联合强的松片和硫唑嘌呤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AIH）的临床疗效。方法：治疗组 40 例
予中药愈黄方联合强的松片 30mg/d，硫唑嘌呤 50mg，2 次/d；对照组 45 例予强的松片 30mg/d，硫唑嘌呤 50mg，2 次/d，疗程为
3 个月。结果：治疗 3 个月后，治疗组对肝功能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且能明显改善肝脏纤维化指标（P<0.05）
。结论：愈黄方
联合强的松片 30mg/d，硫唑嘌呤 50mg，2 次/d 治疗 AIH 疗效肯定。
【关键词】 愈黄方；自身免疫性肝炎；强的松；硫唑嘌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Yuhua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prednisone and azathioprine therapy
in treating autoimmune hepatitis (AIH). Methods: Treatment group of 40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CM yuhua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prednisone tablets 30mg/d, azathioprine 50mg, 2 times per day; 45 cases of control group received prednisone tablets 30mg/d, azathioprine,
50mg, 2 times per day, treatment for 3 months.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on liver functio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after 3 months treatment, it also can obviously (P<0.05) improve the liver fibrosis index.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was great for
Yellow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prednisone tablets 30mg/d, azathioprine, 50mg, 2 times a day treating in AIH.
【Keywords】 Yellow decoction; AIH; Prednisone; Azathiopr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8
自身免疫性肝炎（AIH）为自身免疫所介导的原因未明的

1.3 治疗方法

一组慢性肝炎综合征[1]，其临床表现多样且缺乏特异性，误诊

1.3.1 治疗组

率较高。多数病人对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有较好应答，但长期应

予愈黄方（大黄、栀子、连翘、茜草、赤芍、茵陈、苍术

用有一定的副作用，且停药后复发率高达 80%以上。该研究对

等组成）由我院统一煎煮，1 剂/d，共 300ml，分两次服用。联

40 例 AIH 患者采用强的松、硫唑嘌呤联合中药愈黄方治疗，

合强的松片 30mg/d，硫唑嘌呤 50mg，2 次/d，3 个月为 1 个疗

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3.2 对照组
单用强的松片和硫唑嘌呤，用法、疗程同治疗组。
1.4 指标检测

2010～2012 年本院确诊的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 80 例，随

①肝功能：检测患者空腹晨血，包括 ALT、AST、GGT、

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 40 例，女 34 例，男 6 例，年

AKP、TBIL、ALB、GLO 等，以酶法检测。②肝纤维化指标：

龄均数为（46.3±9.7）岁；对照组 40 例，女 33 例，男 7 例，

包括 HA、pIIIp、LN、IV-C，以放免法检测。③自身抗体：抗

年龄年龄均数为（47.6±10.2）岁。两组在性别、年龄、疾病

核抗体（ANA）
、抗平滑肌抗体（SMA）
，以速率散射比浊法检

程度、治疗前生化指标等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

测。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2

SPSS17.0 统计软件，资料采用配对 t 检验。数值均用 x ± s

80 例患者均符合文献[2]的诊断标准。ALT、AST、IgG 明
显升高；抗核抗体（ANA）、抗平滑肌抗体（SMA）等阳性；
无遗传性、代谢性肝病；无现症肝炎病毒感染；无酒精性和药
物性肝损害。
1.2.2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 1991 年天津会议慢性肝炎辨证标准。入选标准为：
湿热蕴毒型。

统计学方法

表示。P<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3

结

果

表 1 示，治疗 3 个月后，治疗组与对照组各项指标均有明显
改善，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表 2 示，治疗 3 个月后，治疗组与
对照组各项肝纤维化指标均有明显改善，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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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比较（ x ± s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组

对照组

ALT（U/L）

AST（U/L）

TBIL（mmol/L）

GGT（U/L）

ALB（g/L）

GLO（g/L）

IgG（g/L）

157.4±34.1

134.6±43.4

78.0±15.6

188.3±44.7

34.3±6.7

37.0±3.9

1847±222

治疗后

59.2±14.6

49.0±14.7

24.2±8.9

85.7±27.2

29.9±4.1

32.4±3.6

1317±178

治疗前

160.2±33.7

131.8±45.9

77.4±16.1

191.0±46.2

33.8±5.2

36.5±4.0

1851±207

治疗后

89.6±27.1

92.1±26.4

43.1±14.5

133.6±35.5

31.0±3.1

33.6±3.7

1562±281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比较（ x ± s ）μg/ml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4

讨

n
治疗前
治疗后

40

治疗前
治疗后

40

pIIIp

HA

LN

IV2C

259.5±57.6

441.7±24.1

363.2±69.4

287.8±49.9

133.6±32.0

224.1±31.2

166.7±42.7

178.4±24.6

262.6±53.1

437.8±17.4

357.7±64.6

288.1±43.5

187.1±39.2

352.3±42.7

233.1±37.9

232.1±37.1

论

对于 AIH 的治疗，目前国内外的治疗多采用免疫抑制剂，

结合肝病杂志,2005,15(5):318-320
[2]Alvarez F,Berg PA,Bianchi FB,et al. International autoimmune hepatitis

如强的松和硫唑嘌呤。但长期使用激素副作用明显，可诱发消

group report: Review of criteria fordiagnosis of autoimmune hepatitis[J].J

化道出血，引起水钠潴留、骨质疏松、代谢性疾病和精神症状。

Hepatol,1999,31 (5):929-938

国内越来越多的文献报道了中医药联合免疫抑制剂防治自身

[3]邵凤珍,张俊富,崔丽安,等.滋肾柔肝活血法联合免疫调节剂治疗自身免疫

免疫性肝炎，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愈黄方为我院治疗湿热型 AIH 协定方，经长期应用显示具
有疗效确切、应用安全等特点。全方以大黄、栀子为君药，茜
草、茵陈为臣药等组成。具有清热解毒、通利三焦湿热之功效，
善治湿热内蕴 AIH。该研究报道了愈黄方联合强的松片和硫唑
嘌呤治疗 AIH 的短期疗效。结果显示愈黄方在治疗 AIH 方面
有较好的疗效，值得临床深入研究。

性肝炎临床疗效评价[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5,15(4):202-203
[4]刘喜德.金实教授理气和络法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经验撷要[J].中国中医
药信息杂志,2000,7(9):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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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临床表现有重要辅助诊断价值，可诊断变性的可能[6]。凡

11(2):71

临床上遇到肌瘤患者时，查到上述症状，首先应想到有变性的

[4]ARELLANO-RODRIGO E, ALVAREZ-LARRAN A, REVERTERJC, etal

可能，然后再进一步检查，防止漏诊。非妊娠期子宫肌瘤红色

Platelet turnover, coagulation factors, and solublemarkers of platelet and

变性肌瘤常较大，且发病年龄偏大，无生育要求有手术指征，

endothelial activation in essential thrombocy themthrom bocythemia: relationsh

且有报道子宫肌瘤伴红色变性与子宫肌瘤切除术后肌瘤复发

ipw ith th rombos is occurrence and JAK2V617F allele burden[J].Am JH

[7]

ematol,2009,84(2):102-108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本例患者子

[5]PALANDRIF, OTTAVIANIE, SALMIF, etal JAK2 V617F mutation in

宫肌瘤合并腹痛、感染、变性，合并血液改变非常少见，术前多

essential throm bocythemia: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spon se

次请血液科会诊，考虑为慢性感染，抗炎治疗后效果不明显，但

to therapy and long- term outcome in a cohort of 275 pat ien ts[J].Leuk

行子宫切除术后常规应用抗生素，白细胞、血小板水平明显下降，

Lymphoma,2009,50(2):247-253

出院后一周复查血象恢复正常，可提示血液改变可能与子宫肌瘤

[6]杨红琳,蒋晓光,田艾军.非孕期子宫肌瘤红色变性的超声诊断价值[J].湖

变性、感染有关，排除血液系统疾病的可能，若术前一味的纠正

南医学,2000,17(1):70

血液改变，反复检查，延误治疗子宫肌瘤变性的时机，极易导致

[7]王志启,王建六,魏丽惠.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复发相关危险因素的临床分析[J].

感染加重，也为以后的临床治疗提供诊治思路。

现代妇产科进展,2002,11(2):101

相关 ，因而宜行子宫切除术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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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菌和胃汤对胃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治疗的
临床观察研究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p-positive with the Qingjun Hewei decoction
鲁恒心
（周口市中医院，河南 周口，466000）
中图分类号：R37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77-01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清菌和胃汤治疗胃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定
期评价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6.77%，对照组总有效率 89.66%。结论：清菌和胃汤可有效治疗胃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关键词】 清菌和胃汤；胃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gastric Helicobacter pylori-positive with Qingjun Hewei decoction.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on a regular basi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6.77%, and 89.66%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Qingjun Hewei decoction can be
effective in treating Hp.
【Keywords】 Qingjun Hewei decoction; Hp-positiv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49
幽门螺旋杆菌（Hp）是引起胃肠疾病的头号杀手，感染幽
门螺旋杆菌后，临床上往往以食欲减退，上腹部不适和隐痛，
嗳气，泛酸，恶心呕吐等表现为主。西医大多采取以质子泵抑

3.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制剂（PPI）和胶体铋剂为基础的两大类方案治疗，但在临床
观察中发现，这种疗法复发率高，且副作用大。近年我们采用
清菌和胃汤治疗 Hp 阳性，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1

一般资料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治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2

42

18

2

67.7

96.77

对照组

58

14

38

6

24.1

89.66

两组治愈率统计学处理（卡方检验）有显著性差异
（P<0.05）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无差异（P>0.05）
。说明治疗组

选择在我诊室 2012 年 11 月就诊的 Hp 阳性患者 120 人，
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2 人，其中男 40 人，女 22 人，年龄

治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17～70 岁，病程 2 月～3 年；对照组 58 人，其中男 38 人，女
20 人，年龄 18～72 岁，病程 2 个月～3.5 年。两组性别，年龄，

4

病程等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体

会

幽门螺杆菌感染后，尽管 Hp 在体外对很多抗菌药物都很
敏感，但是在体内用药并不那样如意。这是因为 Hp 主要寄生
在粘液层下面，胃上皮细胞表面，注射用药对它无作用，经口
服应用，一是胃酸环境，二是粘液层的屏障及胃的不断排空作

治疗组口服清菌和胃汤。用药为中药配方颗粒，具体用药
如下：蒲公英 30g，连翘 12g，焦栀子 20g，黄连 6g，制半夏

用，使药物疗效也大大地受到了限制，再加上有些药物长期应
用易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或耐药性，所以对于根治 Hp 一定要选

2g，云苓 15g，陈皮 10g，藿香 15g，白叩仁 6g，竹茹 20g，枳
壳 12g，厚朴 6g。泛酸者加海螵蛸 30g，纳呆者加炒麦芽 30g，

择好的治疗方法。胃的内部环境是否正常，是 Hp 生长的关键
因素。经研究发现，嗜酒，喜食辛辣厚腻，脾气急躁者，易感

焦曲 20g，等临证加减。本方为一日量，均匀分为 3 份，每份
加开水 300ml 冲服，饭后 1～2h 内服用，15 剂为 1 个疗程。

染 Hp，且服药疗效不佳。笔者认为，胃气不和，湿热中阻是
导致 Hp 感染的主要病因，所以拟定清菌和胃汤，清化湿热，

对照组口服奥美拉唑 40mg/d，阿莫西林 1500mg/d，甲硝唑
800mg/d，上述药物分两次服，15d 为 1 个疗程。所有患者均连续

杀菌益中，理气和胃，从根本上改善胃内环境，消除 Hp 滋生
的土壤。方中用蒲公英、连翘、黄连、焦栀子清胃泄热，藿香、

服用 2 个疗程。两组患者均嘱避免进食生冷、油腻、辛辣之品。
3 治疗结果

白叩仁燥湿醒脾，半夏、云苓、陈皮、竹茹和胃降逆，枳壳、
厚朴理气和中，共奏清菌和胃之功，对根除幽门螺杆菌阳性有

3.1 疗效标准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

较好疗效，尤适用于湿热内蕴患者，疗效显著。

拟定：①治愈：胃痛、泛酸、口臭、恶心呕吐，上腹痛不适症
状消失（且 HP 测定为阴性）
。②有效：上腹部不适、胃痛、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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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或恶心呕吐、口臭等症状减轻（且 HP 测定数值降低）
；③无
效：胃痛、泛酸、口臭、恶心呕吐、上腹部不适等症状无改善
（且复查 HP 测定数值无改善或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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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柏散治疗膝骨关节炎骨髓水肿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KOA BME with Shuangbai powder
刘 华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78-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双柏散外敷治疗膝骨关节炎（KOA）骨髓水肿（BME）的近期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核磁共振（MRI）
提示有 BME 的膝骨关节炎患者 72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36 例，对照组 36 例。治疗组用双柏散外敷，1 次/d，连用 10d 休息 2d 为 1
个疗程, 共两个疗程。对照组外用扶他林乳胶剂，3 次/d，疗程 20d。评估治疗前和治疗后患者膝关节 BME 的变化和临床疗效，同时
观察药物副作用。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而膝关节 BME 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两组因药物副
作用停药者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双柏散外敷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并骨髓水肿疗效显著，安全性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膝关节；骨关节炎；骨髓水肿；双柏散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hort-time clinical effect of external pavement of Shuangbai powder on treating KOA
BME. Methods: 72 patients of knee joint osteoarthr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diclofenac for external us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huangbai powder for external pavement. The variation of
knee joint BME and clinical efficac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and the side effect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knee joint BME scor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in the side effects in both groups
(P>0.05). Conclusion: External pavement of Shuangbai powder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KOA BME, safe and worthy a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Knee joint; OA; Marrow dropsy; Shuangbai powd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0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是中老年人的常
见关节疾患，以进行性的关节软骨破坏及关节边缘和软骨下骨

1.5∶1 的比例，诸药研末后以蜂蜜调和。
1.2.2 对照组

质反应性改变为特点，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1]。初步研究表明

外用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商品名为扶他林，由北京诺

膝骨关节炎疼痛程度与骨髓水肿呈正相关，我们应用双柏散外

华制药有限公司声场，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9990291）
，1～

敷治疗膝骨关节炎伴有骨髓水肿患者，取得较好临床疗效，现

2g/次，3 次/d，疗程 20d。

报道如下。

1.3 临床疗效判断标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1 年 3 月～2012 年 4 月我院门诊和住院患者 72 例，

临床疗效评定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治愈：
临床症状消失，阳性体征转阴，恢复正常工作好转：症状基
本消失，阳性体征基本消失或减弱，基本上能从事正常轻工
作，生活能自理无效：治疗后症状改善不明显或无效，阳性

其中男性 28 例，女性 44 例，年龄 42～72 岁，平均 58.3 岁，

体征无变化，不能从事正常工作，日常生活受影响。骨髓水

病程 3 周～10 年，平均 4.7 年。均符合 1995 年美国风湿病学

肿判断标准：BME 评估采用 Felson 等方法[3]，将膝关节的股

会（ACR）推荐的膝 OA 诊断标准，且 MRI 提示均有膝关节

骨、胫骨都分为内、中、外三部分共六个区，每个区 BME 分

骨髓水肿（BME）
，按就诊时间先后，将受试对象随机分为治

0～3 级，每 1 级积 1 分，无 BME 积 0 分，双膝最多积 36 分。

疗组和对照组各 36 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上差异无统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1 个月后评估患者膝关节疼痛及骨髓水

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肿变化。

1.2 治疗方法

1.4 不良反应

1.2.1 治疗组
用双柏散进行膝关节局部外敷，1 次/d，5h/次，连用 10d
休息 2d 为 1 个疗程，共 2 个疗程。双柏散为我院院内协定方，
组成为大黄、侧柏叶、黄柏、泽泻、薄荷，按照 1.5∶1.5∶3∶

主要观察皮肤过敏反应。
1.5 统计方法
统计数据采用 SPSS13.0 分析软件，计量资料以（ x ± s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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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治疗组 34 例中，治愈 8 例，有效 24 例，无效 2 例，总有
效率为 94.1%；对照组 35 例中，治愈 1 例，有效 26 例，无效

2.1 膝关节 BME 评分变化
两 组 治 疗 后 膝 关 节 BME 评 分 均 较 治 疗 前 降 低
（P<0.05），但治疗组治疗后的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表

8 例，总有效率为 77.1%。统计学分析显示，两组总有效率有
统计学差异（P<0.05），即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观察
过程中治疗组因皮肤过敏，停药 2 例，对照组中因皮肤过敏停

1）。

药者 1 例。

2.2 临床疗效
表 1 治疗前后各组临床疗效及 BME 评分比较

BME（ x ± s ，n=36）

治疗后疼痛缓解程度（n）

组别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治疗组

8

24

2

94.3

对照组

1

26

8

77.8

△

治疗前

治疗后

27.17±7.29

18.32±6.54*

26.89±7.43

23.22±7.16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1。

3

讨

论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OA），亦称骨关节病、退行性骨关
节病、增生性关节炎等，是一组最常见的风湿性疾病。其基本
病理为多种致病因素引起的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丧失，关节
软骨及软骨下骨边缘骨赘形成，由此引起一系列的关节症状和
体征。临床表现为关节疼痛、僵硬、肿大、畸形及功能障碍，
常伴有继发性滑膜炎，发病率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增加。全球约
有 1.9 亿 OA 患者，且人数不断增加，小于 40 岁为 5%，60～
75 岁高于 50%，大于 75 岁高达 80%[4]。
关节软骨退变是 OA 最根本的病理改变，但却不是 OA 疼
痛的直接原因，因为关节软骨内不含有神经纤维，而骨和骨髓
却富含痛觉神经纤维，提示其可能与 OA 的疼痛机制有关，耿

侧柏叶性苦、涩、寒，在本方中主要起凉血止血作用；泽泻利
水渗湿功效，能够降低骨内压，从而缓解疼痛；薄荷味辛，性
凉，清香升散，局部应用有清凉、止痒、消炎、止痛的功效，
上述诸药研末以蜂蜜调和后局部外敷，作用于关节皮肤，使药
物由表入里，具有清热利湿，通经止痛，同时改善了局部血循
环，从而达到消除骨髓水肿，降低骨内压，减轻疼痛的目的。
在本研究中，治疗 1 个月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均有缓解，治
疗组更为显著；两组膝关节 BME 评分亦均有下降，治疗组下
降更为显著，提示双柏散治疗膝关节炎骨髓水肿疗效优于硫酸
氨基葡萄糖。
综上所述，本方法发挥了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在治疗
膝关节骨关节炎并骨髓水肿疗效显著，安全性好，值得临床
推广。

晓鹏等[5]通过分析比较膝疼痛程度与膝 OA 的 X 线改变及关节
软骨下 BME 程度的相关性，证实膝骨关节炎疼痛与软骨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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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活血通络汤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
临床疗效分析
Effective analysis of treating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with
the Yiqi the Huoxue Tongluo decoction
苏秀文 朱璐璐
（长春市中医院，吉林 长春，130031）
中图分类号：R6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80-01
证型：DGA
【摘 要】 目的：探索益气活血通络汤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08 例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予西医常规治疗处理 4 周，治疗组采用自拟益气活血通络汤加减治疗，比较两组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8.9%；对
照组总有效率 75.9%。两组疗效差异显著（P<0.05）
。结论：益气活血通络汤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效果显著。
【关键词】 益气活血通络汤；慢性肾功能不全；疗效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ects of Yiqi Huoxue Tongluo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Methods: 108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er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for 4 weeks,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Yiqi Huoxue Tongluo decoction treatment,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8.9%; and 75.9% in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Yiqi Huoxue Tongluo decoction treating in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was great.
【Keywords】 Yiqi Huoxue Tongluo decoction;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Effective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1
慢性肾功能不全是由于各种原发性基础病和继发性肾脏

2

疾病导致肾功能减退，从而出现肾实质损害的一种慢性疾病。
本研究通过探索益气活血通络汤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临床
疗效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择 2008 年 2 月～2010 年 2 月来我院就诊的慢性肾功能
不全的患者 108 例，均符合《慢性肾衰中医辨证分型及疗效标
准》[1]，男 62 例，女 46 例，平均年龄为（54.36±8.33）岁，
平均病程为（15.09±3.41）年，原发病中属慢性肾小球肾炎 44
例，糖尿病肾病 29 例，慢性肾盂肾炎 21 例，高血压肾病 11
例，狼疮性肾炎 3 例。排除有癌症，精神系统疾患，妊娠、哺
乳期妇女。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P>0.05）
，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自拟益气活血通络汤加减治疗。处方：党参
25g，桑寄生 30g，海风藤 30g，土茯苓 20g，北芪 15g，生地
15g，丹参 15g，桃仁 15g，川芎 15g，乌梢蛇 15g，何首乌 15g。
1 剂/d，水煎分两次服。对照组予西医常规治疗处理 4 周。
1.3 疗效评价指标
参照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①显效：
临床症状消失，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增加≥30%，血清肌酐
（Scr）降低≥30%；②有效：临床症状改善，Ccr 增加≥20%，
Scr 降低≥20%；③无效：临床症状没有改善或者加重，Ccr 增
加<20%，Scr 降低<20%。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软件处理数据，
计数资料使用 x2 检验，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治疗组显效 40 例，有效 10 例，
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88.9%；
对照组显效 35 例，有效 6 例，无效 13 例，总有效率 75.9%。
两组疗效差异显著（P<0.05）
，两组皆无明显不良反应。
3

讨

论

慢性肾功能不全主要由各种慢性肾脏疾病引起，导致患者
的肾排泄功能衰退，出现肾功能恶化现象，最终完全丧失肾功
能，只有通过透析或者肾移植方法维持生命。
本病属祖国医学“水肿”
、
“关格”等范畴，其病因病机在
于久病致使脾肾衰败，脾虚健运不力，肾虚气化无权，水液代
谢失常，湿浊内停，郁而化热，聚而成毒，壅遏三焦，则百病
生。治疗的关键在于扶正以驱邪，本文自拟益气活血通络汤，
以益气通络、活血化瘀为法，其中党参、北芪以益气养血，生
血以补虚；海风藤、乌梢蛇以搜络通瘀；桑寄生、生地以滋补
肝肾，渗湿利水；土茯苓性甘淡平和，以清热解毒，除湿通络；
丹参、桃仁、川芎以活血化瘀，通络行气；何首乌以滋补肝肾，
补益精血。诸药合用，共奏邪去正复之佳效。
经本文研究结果验证，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早期服用益气
活血通络汤，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肾衰竭进程，
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三次全国中医肾病学术会议.慢性肾衰中医辨证分型
及疗效标准[S].中医药信息,1991,8(2):2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200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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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类中药抑制子宫腺肌病血管生成的
多靶点作用研究
Effect research of the Huoxue Huayu type of TCM in
restraining AM aagiogenesis
付先芸 1,2 魏绍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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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评价抗血管生成角度探讨活血化瘀类中药在子宫腺肌症治疗中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 活血化瘀；子宫腺肌症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oxue Huayu type of TCM herbs in treating adeno myosis (CAM) by

evaluating the ability of its antiangiogenic.
【Keywords】 Huoxue Huayu; A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2
子宫腺肌症（Adeno Myosis，AM）是子宫内膜腺体和间

细胞损伤，抑制其增殖，可能有效改善组织缺血缺氧的“血瘀”

质细胞向肌层良性浸润的激素依赖性疾病。它可引起痛经、月

状态，而消除新生血管生成的条件，在血管形成前期阻断病变

经异常和不孕等症状，多发生于生育期妇女。近年来，该病发

进一步发展。活血化瘀中药能够从形态学上修复 PCOS 大鼠损

病率不断上升已成为妇科常见病，关于 AM 发病机制研究也越

伤的内皮细胞，调整内皮细胞功能[2]。三七、丹参、川芎、虎

来越受到关注。AM 虽是妇科良性疾病，但其临床表现和并发

杖具有直接改善血液流变性、降低血粘度、抗凝、抑制血小板

症对女性健康和生育产生重大影响，因该病确切病因和发病机

活性、促纤溶、抗血栓、消除微循环障碍的作用可以改善血液

制未明确，所以迄今为止对其发病机制的学说颇多，既涉及孕

高凝状态，还可以使转移灶内新生的毛细血管退化及改善循环

产等生理过程中，又可能与激素紊乱、遗传因素免疫功能失调

中的免疫识别。而蒲黄一五灵脂药对对大鼠急性血瘀模型的血

及血管生成等改变密切相关。不论何种发病机制，异位病灶血

液流变性及体外对家兔血小板聚集及凝血酶时间的影响均有

[1]

管的异常增殖是该病进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从瘀论治
是对该病的中医药治疗的公认观点及基本组方。本文将从抗血
管生成角度探讨活血化瘀类中药在 AM 治疗中的研究意义。

显著作用。
2

下调促血管生成因子

血管形成过程是由多基因突变及促血管生成因子和抗血

姜黄素抗肿瘤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抑制 VEGF 及其受体的

管生成因子正负调节失衡所引起的多因素复杂的病理改变。针

表达有关。研究姜黄素对人肝癌细胞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

对这种多因素、多环节即多靶点的特点，单靶点直接对抗疗法

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缺氧条件下，姜黄素抑制肝癌细胞 BEL

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各因素、各环节相互因果的病理过程，所以

一 7402 中 VEGF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羟基红花黄色素 A 能

难以真正控制该病的复发和转移。中药及中药复方具有“天然

显著抑制 CAM 新生血管生成，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 bFGF、

组合化学库”之称，作用机制可能是“多靶作用”，即复方中

VEGF 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
（fit-1）的 mRNA

多种成分以低于它们某一单体治疗剂量进入人体后，有选择地

表达来实现的。川芎嗪能通过抑制肿瘤细胞 VEGF 的表达减少

反复作用于某种疾病的多个直接靶点（治标）和间接靶点（治

小鼠 Lewis 肺癌肿瘤体积、质量和肺转移灶数，并能降低肿瘤

本）
，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微血管密度。乳香水提取物能明显抑制血管的增殖并随着浓度

现有活血化瘀类中药治疗对血管生成的多靶点作用可能
表现为直接改善血液流变、下调促血管生成因子、诱导内皮细

的增加，抑制作用加强，抑制增殖率为 35.56%～55.56%。
3

诱导内皮细胞凋亡

胞凋亡、中药抗雌激素影响血管生成等多方面。
活血化瘀药还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调亡抑制肿瘤的发生
1

直接改善血液流变

和转移，丹参的有效抗癌成分丹参酮 IIA 纳米粒在治疗小鼠肝

“血瘀”——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癌时，通过参与 Fas/FasL 的表达，阻止细胞进入 s 期，抑制

—血管生成，这其中存在着互为影响的内在联系。活血化瘀药

DNA 合成，诱导细胞调亡。姜黄素可以影响 Caspase-8 和

物有调畅血行、活血通络、祛除瘀滞作用，通过修复血管内皮

Caspase-9 的表达，调整 Bcl-2/Bax 的表达，增加肿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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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凋亡诱导配体的敏感性，来诱导多种肿瘤细胞的凋亡。莪

[2]蔡平平,张玉珍.活血化瘀方药对 Poresky 大鼠模型内皮细胞的影响[J].浙

术油和莪术醇能通过抑制 HepG2 细胞 COX-2 和 VEGF 基因表

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3(4):484-485

达，调节膜受体通路（Caspase-8）和/或线粒体通路（Caspase-9）
，

[3]孙军,王贺玲,李岩.姜黄素对人肝癌细胞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益母草水的乙醇提取物可使乳腺癌细胞周

[J].中华消化杂志,2006,26(12):843-844

期阻滞于 G2/M 期，诱导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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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逐瘀消癥汤治疗瘀阻胞宫型免疫性不孕症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immune infertility of uterus blood stasis type with
self-made Zhuyu Xiaozheng decoction
李 红
（河南省息县人民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71.14

息县，4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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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逐瘀消癥汤在治疗瘀阻胞宫型免疫性不孕症方面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将符合西医诊断标准、
纳入标准、中医辨证标准的 120 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3∶2）分为两组，即治疗组（60 例）
，对照组（60 例）
。对照组采用西
药治疗，治疗组口服逐瘀消癥汤，90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治疗组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疗程结束后治疗组与对照组
比较，在怀孕率及总有效率上治疗组明显高于于对照组（P<0.05）
，并且都没有明显毒副作用，安全性较高。结论：自拟逐瘀消癥
汤在治疗瘀阻胞宫型免疫性不孕症方面较西药疗效更好，能够明显提高妇人怀孕的几率及降低患者血清中 AsAb，且无毒副作用
及安全性较高，有进一步推广和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 免疫性不孕症；瘀阻胞宫；逐瘀消癥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of Zhuyu Xiaozhe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immune infertility of
uterus blood stasis type.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orally given Zhuyu Xiaozheng decoction. Results: The pregnancy rat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no side effects. Conclusion: Zhuyu Xiaozheng
decoction had better efficacy than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immune infertility of uterus blood stasis type.
【Keywords】 Immune infertility; Blood stasis in uterus; Zhuyu Xiaozheng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3
不孕症是指在男方生育正常的情况下，男女双方未避孕，
且有正常规律的性生活，同居 1 年以上，而女方未受孕；或者
女方曾经有过妊娠，但之后未避孕，又连续 1 年以上未怀孕者
称为免疫性不孕症症。据流行病学显示：造成不孕症的因素男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符合纳入标准、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症候标准的 120 例患

方占 30%，男女双方占 10%，而单纯由于女方的原因就占 60%，

者均来自我院妇科门诊病人，将 120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

人群的总发病率为 10%～15%。由于生活环境及社会环境的改

（3∶2）分为两组，治疗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两组 120 例

[1]

变，近年不孕症逐年增加，特别是免疫性不孕 。免疫性不孕

患者均为已婚适孕妇女。治疗组年龄为 23～40 岁，其中 23～

症约占不孕症患者中的 10%～30%，其中包含有抗子宫内膜抗

29 岁者 28 例，30～35 岁者 23 例，36～40 岁者 9 例。原发性

体，抗卵子抗体，抗精子抗体（Asab）等各类免疫性不孕，而

免疫性不孕症者 42 例，继发性免疫性不孕症者 18 例。3 年未

临床上最多见的则为 AsAb 产生所导致的免疫性不孕，本文主

怀孕者 46 例，3 年以上者 14 例。对照组年龄为 24～42 岁，其

要治疗的是 AsAb 引起的免疫性不孕。笔者 2011 年 9 月～2012

中 24～29 岁者 31 例，30～35 岁者 22 例，36～40 岁者 7 例。

年 7 月，采用自拟逐瘀消癥汤在治疗瘀阻胞宫型免疫性不孕症

原发性免疫性不孕症者 44 例，继发性免疫性不孕症者 16 例。

方面，有较好临床疗效，并且安全性很高，现报到如下。

3 年未怀孕者 41 例，3 年以上者 19 例。治疗组与对照组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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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病程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具有可比性，无显著性差异

片 25mg，Tid，po；维生素 E 软胶囊 0.1g，Bid，po。治疗组

（P>0.05）
。

给予口服逐瘀消癥汤（药物组成：丹参 25g，益母草 30g，桂

1.2 西医诊断标准

枝 15g，茯苓 15g，赤芍 25g，炒桃仁 15g，丹皮 15g，路路通

参考张惜阴的《实用妇产科学》[2]（第 2 版）免疫性不孕

15g，皂刺 30g，川牛膝 15g，土元 6g，水蛭 10g，败酱草 30，

的诊断标准。

薏苡仁 30g，玄参 15g，甘草 10g，香附 15g，半夏 12g，白芥

1.3 中医辨证标准

子 15g，水煎，口服，早晚各 1 次）
，90d 为 1 个疗程。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1.7 疗效判定标准

准》 [3]制定。

痊愈：疗程结束后不孕症患者 AsAb 转阴，患者怀孕。有

1.4 纳入标准

效：疗程结束后不孕症患者 Asab 转阴但还暂时没有怀孕。无

①符合上述免疫性不孕症的诊断标准；②中医辨证瘀阻胞

效：免疫不孕症患者即没有怀孕，AsAb 也没有转阴。

宫证；③年龄为 23～42 岁；④体健，无其他心、肝、肾等严

1.8 统计处理

重疾病；⑤签署知情同意书。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1.5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免疫性不孕症症的西医诊断标准、中医症候诊断

2

标准及纳入标准；②过敏体质者及对本试验药物过敏者；③合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并有心、肾、脑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④有神经、精

1 个疗程结束后，治疗组怀孕 51 例，怀孕率为 85.00%；

神疾患；⑤本人不愿意合作者；⑥近期可能服用影响本试验的
药品疗效以及安全性的药物者。

对照组怀孕 39 例，怀孕率为 65%。x2 检验结果显示治疗后治

1.6 治疗方法

疗组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有（P<0.05）
，详见表 1。

对照组给予口服：强的松 5mg，Bid，po；阿司匹林肠溶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表 [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60

51（85.00）

4（6.67）

5（8.33.00）

55（91.67）

对照组

60

39（65.00）

6（10.00）

15（25.00）

45（75.00）

注：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P<0.05。

2.2 不良反应
治疗组 60 例患者均为出现不良反应；对照组 60 例患者中
有 11 例出现血压升高，不易入睡等，19 例出现轻微的水肿，
体重增加，停药后症状消失。
3

讨

论

免疫性不孕症是指男方精液正常，女方月经、排卵、生殖
功能均正常，无其他致病因素，双方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有正

丝子、淫羊藿、锁阳、女贞子等效果更佳。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6]，桂枝茯苓丸，败酱草、薏苡仁、
土元、水蛭等能够调节人体机体的免疫功能，使免疫抗体减少
或消失。
通过临床研究表明，逐瘀消癥汤能够治疗免疫性不孕之瘀
逐胞宫证，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并有临床推广价值，值得临
床推广。
参考文献：

常性生活 1 年以上而女方仍未受孕[2] 而在女性患者体内检测
（AsAb、EmAb、AoAb、EmAb、AhCGAb、AcAb 等一项或

[1]乐杰.妇产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351

多项阳性者为免疫性不孕。不孕中约有 20%左右的是免疫性不
孕。其病因主要与遗传因素、感染因素、肠道因素有关[4]。中

[3]王净净,龙俊杰.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长沙:湖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

[2]张惜阴.实用妇产科学[M].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589

医学并没有免疫性不孕症，在中医学中归属于“无子”
、
“滑胎”
等症范畴。本病病位主要在肾。其病因主要可能是由于房事不

1993:69

洁如经期、产后房事，或人工流产、带环等感染湿热邪毒，导
致胞宫招到湿热邪毒侵害，进而损伤冲任，机体气血失和，瘀

1316-1317

阻胞宫使胞宫之脉络失去通畅以致摄精调孕非常困难导致不
孕[5]。故治疗需活血摄精，化瘀消癥。逐瘀消癥汤正对本病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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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桂枝茯苓丸加玄参、土元、水蛭、丹参逐瘀消癥效果较好；
败酱草、薏苡仁具有清热解毒、利湿消肿的作用；路路通、皂

[4]施晓波,方小玲.2200 名不孕症患者病因分析[J].医学临床研究,2007,24(8):
[5]吴瑕.消抗助孕方治疗免疫性不孕症 69 例[J].陕西中医,2006,27(6):668-669

李红（1971-），女，河南信阳人。中医主治医师。毕业于河南中医学
院中西医结合妇科专业。从事妇科临床 20 余年，期间先后于河南省妇幼保
健医院、北京妇产科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进修学习。研究方向：中西结合
治疗不孕症。

刺通利胞宫脉络，香附理气；半夏、白芥子化痰；益母草、川
牛膝具有引药归经的作用；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共奏活血解毒
摄精、逐瘀消癥之效。如本病兼有肾虚可加熟地、鹿角霜、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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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保留灌肠配合治疗手足口病的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ective analysis of treating hand-foot-mouth disease retention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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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保留灌肠配合治疗手足口病的疗效。方法：对照组用阿昔洛韦治疗，治疗组用中药保留灌肠配合
阿昔洛韦治疗。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中药保留灌肠配合治疗手足口病疗效确切。
【关键词】 中药；保留灌肠；手足口病；阿昔洛韦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retention enema in treating hand-foot-mouth disease. Methods: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yclovir,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CM retention enema and acyclovir.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CM retention enema had a great
efficacy in treating hand-foot-mouth disease.
【Keywords】 TCM; Retention enema;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Acyclovi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4
手足口病是目前流行的一种疾病，部分患儿可合并脑膜

2

炎、肺水肿、心肌炎等严重的并发症，发病较急，若得不到及
时有效的治疗，可导致死亡。本文对中药保留灌肠配合西医治
疗手足口病的临床疗效报告如下。

结

果

治疗组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和
对照组均未有患儿出现灌肠后腹泻症状。见表 1。
表 1 治疗效果比较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为我院门诊部 2010 年 2 月～2011 年 12 月的 62 例手
足口病患儿，男 38 例，女 24 例，年龄 4 月～10 岁，平均年龄
2.9 岁。临床症状为手足口可见米粒样疱疹，类圆形，质地坚
硬，无痛痒感，疱疹旁可有红晕，也有患儿出现于躯干。患儿
被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1 例。两组年龄、性别等资料
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 照 组 用 阿 昔 洛 韦 治 疗 ， 剂 量 5 ～ 10mg/ （ kg· d ），
VitC200mg/（kg·d）
，在生理盐水中溶解，用于保留灌肠。治
疗组用中药保留灌肠配合西药治疗，处方为：金银花 6g，连翘

3

组别

n

痊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31

28

3

0

对照组

31

16

10

5

讨

论

婴幼儿是手足口病发病的高危人群，临床上可见患儿手足
口内出现米粒样疱疹，疱疹进一步破裂之后会引起疼痛，导致
患儿厌食、拒食。保留灌肠经实践证明是治疗手足口病的较好
途径和方法。阿昔洛韦是抗核苷类抗病毒药物，在进入细胞后
在脱氧酶的作用下，转化为活性三磷酸化合物，抑制病毒 DNA
的合成。小儿手足口病外感邪毒，郁结于肌表，内侵肺脾，而
致肺气失宣，脾气失健，故属“时疫”、“温病”[2]。本方中的
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有清热解毒之功效，并具有较好的抗病

6g，板蓝根 10g，藿香 6g，黄芩 6g，滑石 10g，自鲜皮 6g，甘

毒效果。滑石清热利湿。黄芩清热，泻上焦火。藿香助脾胃恢

草 3～6g。体温超过 38℃加用青蒿及柴胡。咳嗽加瓜蒌。先以

复正气[3]。治疗组采用中药保留灌肠配合阿昔洛韦治疗手足口

冷水 250ml/d 浸泡 1h，
将水煎开后再文火煎 10min，
取汁 100ml。

病，可起到清热解毒利湿之功效，临床疗效显著较优。

保留灌肠剂量为 2ml/kg。
1.3 疗效判定标准
①痊愈：皮疹消失，体温正常，溃疡面愈合良好。②有效：

参考文献：
[1]陈秀荣,孙桂芳,黄春霞.清热解毒利湿中药保留灌肠治疗小儿手足口病的

皮疹大部分消失，溃疡面明显减少。③无效：患儿体温较高，

临床观察[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20(14):1716-1718

临床症状持续或加重，溃疡面无变化或扩大。

[2]余园媛,王伯初,彭亮,等.黄连的药理研究进展[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4 统计学方法

2006(2):107-111

用 SPSS13.0 软件分析，用秩和检验比较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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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芍药散联合中药熏洗治疗慢性盆腔炎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Danggui Shaoyao powder combined with herbal
fumiga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张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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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临床上采用当归芍药散联合中药熏洗治疗慢性盆腔炎患者的疗效。方法：选择我院 86 例慢性盆腔炎
患者为研究对象，对照组患者仅单纯抗生素治疗，治疗组在应用当归芍药散基础上辅以中药熏洗。结果：治疗组患者疗效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慢性盆腔炎患者采用当归芍药散辅之中药熏洗治疗效
果较好，治疗费用低廉、方法简单。
【关键词】 当归芍药散；中药熏洗；慢性；盆腔炎；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clinical efficacy of Danggui Shaoyao powder combined with fumiga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ion patients. Methods: 86 cases were chosen for the resear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nly antibiotic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Danggui Shaoyao powder combined with herbal fumigation treatment. Results: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had better
effects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linical symptoms was improved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the Danggui Shaoyao powder combined with herbal fumigation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besides,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low cost and simple method.
【Keywords】 Angelica peony scattered; Herbal fumigation;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5
慢性盆腔炎指女性子宫、卵巢、输卵管即内生殖器、盆腔

瘀明显患者加红花、桃仁、土鳖虫、赤芍各 9g；带下多患者加

腹膜、结缔组织的炎症反应。其病因十分复杂，病程长，复发

薏苡仁 20g，黄柏 9g，牛膝 9g，砂仁 9g；疼痛剧烈患者加香

[1]

率高，难以彻底治愈 。本研究对比分析当归芍药散辅之中药

附 9g、延胡索 15g；气虚显著患者加五味子 9g，党参和黄芪各

熏洗和抗生素治疗的效果，现将其报道如下。

15g；患者加红藤和牡丹皮各 15g，败酱草 15g；寒证明显患者

1

加吴茱萸和肉桂各 9g，干姜 15g。患者 1 剂/d，水煎，早晚各

资料和方法

一剂。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相关的盆腔炎疗

1.1 研究对象

效评定标准[2]。

选择我院 2011 年 8 月～2012 年 11 月期间收治的 86 例慢性

1.3 统计学方法

盆腔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对照组患者年龄 28～54 岁，平均年龄

本研究采用 SPSS13.0 软件包对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39.45±3.52）岁，病程 0.5～8 年，平均病程（3.78±0.76）

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设定 α＝0.05，

年；对照组患者年龄 30～52 岁，平均年龄（38.32±2.76）岁，

P<α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病程 0.5～6 年，平均病程（2.87±0.92）年。

2

1.2 治疗方法

结

果

对照组仅采用单纯的抗生素（左氧氟沙星，2 次/d，2 片/

治 疗 组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90.70% ， 疗 效 明 显 优 于 对 照 组

次；甲硝唑，3 次/d，2 片/次）。治疗组采用当归芍药散（9g

65.12%，
（P<0.05）
；治疗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当归和白术，12g 茯苓和泽泻，18g 白芍）加减进行治疗，血

（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n）

3

组别

腹部坠痛

带下多量

腰骶疼痛

月经量多

疲乏

腹部压痛

对照组疗前（43）

42

27

17

38

27

32

对照组疗后（43）

13

15

7

15

12

13

治疗组疗前（43）

41

29

16

36

29

34

治疗组疗后（43）

6

4

2

6

8

9

讨

论

慢性盆腔炎在祖国医学中属于腹痛、带下等范畴，病变部
位主要位于盆腔，属于下焦（肝经上行所循处），是冲任督脉

起源必经处，通过血气和经络紧密连接五脏六腑，尤其是肝脾。
慢性盆腔炎主要是由于经期、产后胞室比较空虚，摄生不慎或
（下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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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芸众本草中医药协定处方于外科术后及烧、烫
伤瘢痕疙瘩治疗中的应用与研究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Beijing Yunzhong TCM herbal concerted
prescription ten on treating burns, empyrosis and keloid
王向阳 1 武丽荣 1 王 萍 1 柳艳霞 1 邱永青 1 王广锋 2 刘钢岭 2 董 津 2 金振铎 2 沙会然 2
（1.北京芸众本草中医医院，北京，100102；2.北京芸众本草中医药研究院，北京，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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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北京芸众本草中医药协定处方十，外科术后及烧、烫伤、瘢痕疙瘩治疗中临床应用。手术及治疗方法：
在手术室及治疗室常规操作。结果：瘢痕疙瘩首次治疗 2h 后，局部疼痛，瘙痒逐渐停止；原瘢痕疙瘩周围的红肿，充血区经 2～
3 次治疗遂渐消失；原瘢痕疙瘩局部经历 23 次治疗，瘢痕疙瘩演变由萎缩-变薄-至新生肉芽组织覆盖；肉芽组织表面形成薄膜，
结痂后无瘢痕形成。 结论：经临床实验硏究，北京芸众本草中医药硏究院协定处方十，在瘢痕疙瘩临床应用中获得良好效果。可
能与北京芸众本草中医药研究院协定处方十，在瘢痕疙瘩临床应用中，可抑制氨基酸合成蛋白质，从而干扰了纤维增生过程有关；
可能与异常瘢痕疙瘩内增高的血清 a-球蛋白沉着率，应用北京芸众本草中医药研究院协定处方十治疗后降低有关；可能影响糖及
蛋白质的代塮、加强糖原异生，使蛋白质分解代谢增加，从而抑制蛋白质的合成有关；可能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激素类功能，它可
以提高机体对疾病免疫功能，特别在局部组织损伤的修复过程中得到验证。
【关键词】 协定处方十；瘢痕疙瘩；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ncerted prescription ten on treating burns, empyrosis and keloid.
Methods: Routine operations were given in a operating room and treatment room. Results: Local pain and pruritus were improved after
keloid was first treated for 2 hours, acroteric red swelling vanished after 2-3 treatments, keloid turned from analosis to attenuation to new
granulation tissue after 23 treatments, the surface of granulation tissue formed membrane, and no cicatrization formed after incrustation.
Conclusion: Concerted prescription ten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burns, empyrosis and keloid.
【Keywords】 Concerted prescription ten; Keloid;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6
北京芸众本草中医医院外科，应用本硏究院协定处方十，
在术后及烧烫伤瘢痕疙瘩治疗中应用数例，获得良好效果，现

⑤在瘢痕疙瘩局部，用 4 号无菌针头散在性刺数个创面。⑥

报告如下。

再次创面采用中药协定 10 号处方；前 1～3 次创面浓度 1∶3；

1

临床资料

众本草中药协定 10 号处方，以 1∶3 浓度局部涂敷 5min。

后 8～15 次以后创面浓渡原液；16 次～23 次创面浓度 1∶3，
用上述药液纱布浸湿，局部涂敷或湿敷，覆盖无菌纱布，包

本组共 7 例，女性 2 例；男性 5 例；年龄 31～76 岁；部
位：四肢烧烫及胸部胸骨处粉瘤术后瘢痕疙瘩，时间 1 个月～
2 年半时间不等（原因）
，病例最长时间的 1 例是女性：患者甲；
76 岁，胸部（两乳房之间，胸骨柄上）
，有一术后纵形瘢痕疙
瘩，时间长达两年半时间；本病例瘢痕疙瘩大小约为 3.5cm（长）
×2.5cm（宽）×0.5cm（高）；周围皮肤稍增厚、红肿、充血
区约 3cm×3cm；瘢痕疙瘩创面触痛，皮肤瘙痒昼夜不能眠；
本病例在本院无菌手术室及治疗室完成治疗 23 次；原瘢痕疙
瘩周围红肿、充血区经 2～3 次治疗后遂渐消失；原瘢痕疙瘩
局部治疗 4～23 次后，由瘢痕疙瘩萎缩-变薄-新生肉芽组织覆

扎治疗结束。观察 0.5h 无不适离院，3～4 次/d，每次药液湿
敷不少于 30min。
3

治疗结果

3.1 病人自己感觉瘢痕瘩处首次用药 2h 后，局部疼痛基本消失
（在夜间基本停止）
，偶尔较重触及瘢痕局部时仍有轻微疼痛；
经 10 次治疗后创面疼痛症状完全消失。
3.2 治疗前鉴于创面奇痒病人难以入睡，首次治疗 2h 后瘙痒
停止，睡眠较前好转，瘢痕疙瘩皮肤局部瘙痒（在夜间基本
停止），白天仍间断有之；治疗 10 次后，创面皮肤瘙痒症状

盖瘢痕疙瘩逐渐消失，由新生肉芽组织取代之，原瘢痕疙瘩组
织逐步被新生肉芽组织覆盖；肉芽组织表面形成薄膜，结痂后

完全消失。

无瘢痕形成。

3.3 局部去除纱布治疗时，有一纵形疤痕疙瘩，原长约 3.5cm

2

手术及创面用药治疗方法
①病人仰卧位。②行常规消毒。③铺无菌巾。④采用芸

×2.5cm×0.5cm（详见照片）
；笫 2～3 次治疗时，见创面局部
红肿、充血范围明显缩小，原瘢痕疙瘩两侧充血区范围逐渐从
0.5～1.5cm，缩小至靠近瘢痕疙瘩基底 0.5cm 止，整个瘢痕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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瘩自笫 8～15 次，瘢痕疙瘩萎缩小、变平、变薄，由瘢痕疙瘩
脊高 0.5cm 至瘢痕疙瘩脊高 0.1cm 止，经 16～23 次创面治疗
完成后，原瘢痕疙瘩无新生肉芽组织，表面形成薄膜，结痂后
无瘢痕形成，病变逐渐痊愈。

图 6 治疗 23 次后
图 1 术前

4

讨

沦

4.1 瘢痕疙瘩是指皮肤创伤后结缔组织过度增生和透明性变而
形成的超出原损害范围的皮肤良性肿瘤。其表面光滑，边缘呈
蟹足状，并出现各种自觉症状。目前，本病病因尚不清楚，中
西医治疗方法很多，但国内外疗效却不十分满意。中医学对瘢
痕和瘢痕疙瘩研究较早，并且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方法。瘢
痕疙瘩中医命名很多，如明代《证治准绳》称“黄瓜痈”，清
代《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称为“龟肉”
。中医学认为本病
属创伤愈合过程的一种病理反应，主要是因为素有湿毒内蕴或
图 2 治疗 3 次后

肺胃湿热，复有金刀、火毒和毒虫外伤，伤及肌肤，气滞血瘀，
瘢痕增生，日久而成瘢痕疙瘩；或外伤、外邪侵袭，营卫不和，
气滞血凝所致。
芸众本草中药协定处方十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行气
止痛，软坚散结消肿的功效。方中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地
丁、野菊花清热解毒，现代药理研究均具有抑菌和抗菌的作用；
其中连翘、蒲公英、地丁、野菊花还具有软坚散结、消肿的作
用；桃仁、红花活血祛瘀；川芎、延胡索、丹参活血行气化瘀
止痛，药理研究川芎、丹参具有抗瘢痕组织增生的作用；细辛、
干姜温经通脉，药理研究细辛具有镇痛、抑菌的作用；鸡血藤、

图 3 治疗 8 次后

伸筋草活血舒筋消肿；川楝子除湿热、止痛；甘草解毒、调和
诸药。
现代药理研究具有软坚散结、消肿镇痛、抗炎、抗变态反
应等作用，及具有类似糖皮质激素样作用。
4.2 西医认为瘢痕疙瘩形成的原因：瘢痕疙瘩形成机制目前尚
未完全清楚，一般认为瘢痕疙瘩形成是由于机体炎症反应，胶
原的合成与降解不平衡、异常粘多糖的岀现以及肌成纤维细胞

图 4 治疗 13 次后

的增生所造成。创面先岀现炎症反应，白细胞、巨噬细胞、肥
大细胞等浸润，释放岀多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
和肌成纤维细胞大量增生合成大量的胶原和基质，造成胶原代
谢与排列的异常，异常基质的沉着，加上微循环和自由基因素
的影响，促进瘢痕疙瘩形成。增生性瘢痕疙瘩淋巴回流减少，
局部水肿，可导致瘢痕疙瘩的肥厚。
瘢痕疙瘩形成的因素学说有以下七种：①微循环因素学
说；②免疫因素学说；③生长因素学说；④基因表达学说；⑤
自由基因学说；⑥胶原代谢与排列失常学说；⑦基因成份改变
学说等[2]。
4.3 北京芸众本草中医药研究院协定处方十，本人推测该协定
处方有可抑制氨基酸合成蛋白质从而干扰了纤维增生过程有

图 5 治疗 16 次后

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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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芸众本草中医药研究院协定处方十，本人推测该协

定处方有可溶性胶原量增加，胶原退化作用增强有关[2-4]。②北
京芸众本草中医药研究院协定处方十，本人推测该协定处方有
异常瘢痕内增高的血清 a-球蛋白沉着率，应用北京芸众本草中
医药研究院协定处方十治疗后降低有关[2-4]。③北京芸众本草中
医药研究院协定处方十，本人推测该协定处方有影响糖及蛋白
质的代塮、加强糖原异生，使蛋白质分解代谢增加，从而抑制
[2-4]

蛋白质的合成有关

。④北京芸众本草药硏究院协定处方十，

本人推测协定处方十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激素类功能，它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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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拔毒散外敷治疗流行性腮腺炎 36 例疗效观察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6 cases of mumps with the Badu San
尚小平 胡江东
（甘肃省泾川县中医医院，甘肃 泾川，744300）
中图分类号：R3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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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拔毒散对流行性腮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72 例流行性腮腺炎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6 例。对照组口服中药汤剂“清瘟败毒饮”1 剂/d，西药“利巴韦林”10～15mg·kg-1·d-1。如有高热，给西药解热剂对症处理。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自拟拔毒散（方药组成：青黛、冰片、新鲜仙人掌）外敷。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愈率上虽无差异（均
为 100%）
，但治疗组平均治疗时间较对照组减少 3d，具有明显差异。结论：拔毒散外敷治疗方法可明显缩短病程，值得推广。
【关键词】 中医药；自拟拔毒散；流行性腮腺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Badu San in treating mumps . Methods: 72 mump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6 cases in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took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Qingwen Baidu Yin” to drink 1 dose a day, modern medicine “ribavirin” of 10～15mg·kg-1·d-1. Modern medicine antipyretic
symptomatic was treated with the fever patients. Besides,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Badu San (prescription: consists of indigo, borneol,
the fresh cactus)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cure rate between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has no difference (100%
of each).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average treatment time, 3 days earlier tha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Badu San can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treatment course and be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TCM; Badu San; Mump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7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所致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临床上以发热、耳下腮部漫肿疼痛为特征，本病一年四季都可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6 例。患者均以耳下腮部漫肿，疼痛，
边缘不清，局部皮肤不红，多数有发热，多见一侧先肿，另一

发，多见于冬、春季。好发于年长儿，两岁以下儿童发病者少

侧继发肿大，局部有压痛，有弹性。治疗组男 16 例，女 20 例，

见，由于相互传染，容易在幼儿园及小学生中群体流行，本病

年龄 2～13 岁；对照组男 18 例，女 18 例，年龄 2～14 岁。两

预后良好，患病后可获终生免疫，但本病易出现一些并发症，

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病情等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

如脑膜炎等，青春期的男孩可并发睾丸炎，青春期后女性可并

具有可比性。

发卵巢炎，合并胰腺炎者也有之。本病中医称为“痄腮”，民

1.2 诊断标准

间又俗称“蛤蟆瘟”
、
“大头瘟”。

1.2.1 临床表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72 例患者均为 2010 年 3 月～2012 年 6 月门诊病历，随机

典型症状主要是有发热，以耳垂下为中心的腮部慢性肿胀
疼痛，有弹性，无波动感，边缘不清，同时有口腔颊部腮腺管
口红肿。
1.2.2 实验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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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血象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巴细胞相对增多。血清

饮料，因为腮腺有炎症时，进食酸性食物时会增加腮腺的分

和尿中淀粉酶可升高。③流行病学调查：发病前有流行性腮腺

泌，使疼痛加剧。并多吃有清热解毒作用的食物，如绿豆汤、

炎接触史。

藕粉、白菜汤、萝卜汤等，不可吃发物、刺激物及不易咀嚼

2

方

碎的食物。

法

2.3 疗效指标

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口服中药汤剂“清瘟败毒饮”1 剂/d，西药“利巴
韦林”10～15mg·kg-1·d-1。如有高热，给西药解热剂对症处
理。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自拟拔毒
散（方药组成：青黛、冰片、新鲜仙人掌）
。具体方法为：
每次取青黛，冰片各等份研成细末，取新鲜仙人掌一块去刺捣
烂泥，此三样调和成糊状，硬度大时可加适量米醋。用纱布包
敷于两侧红肿部，3～4h 换 1 次。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中痄腮的治疗标准。①治愈：体温正常，腮肿完全消失，无
并发症；②显效：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腮肿有明显改善；
③好转：痄腮肿及诸症减轻；④无效：腮肿未见改善或出现
并发症。
3

结

果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疗效见表 1。治疗组显效明显优于

2.2 饮食调理
治疗期间让患儿多喝水多给予流食或半流食，保证充足
的水分，以促进腮腺管管口炎症的消退。忌进食酸性食物和

对照组，且治疗天数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4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无效

平均治疗时间（d）

痊愈率（%）

有效率（%）

治疗组

36

36

28

0

5

100

100

对照组

36

36

21

0

8

100

100

讨

论

凑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之用，临床用之可取得很好的疗效。通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程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临
床以发热，耳下腮部漫肿疼痛为特征，可并发脑膜炎，睾丸炎，
胰腺炎等，本病预后良好，但男孩合并睾丸炎者，多数可影响
生育能力。
祖国医学称此病为“痄腮”
。痄腮的病……，
《疮疡经验全
书·痄腮》记载：此毒受在牙根耳聤，通用肝肾，气血不流，
壅滞颊腮，此是风毒症。指出了本病的病因病机特点。明代《外
科正宗》指出了本病具有传染性。清代《病科心得集》指出本
病永不成脓，过一候自能消散，以临床特征和病程预后，古代
称本病为“鸬鹚瘟”、“蛤蟆瘟”。本方中青黛味咸寒，清热解
毒，凉血散肿，冰片清热止痛，仙人掌清热解毒，三药合用共

过本研究提示，因为本病大多预后良好，所以治疗组与对照组
在治愈率上虽无差异（均为 100%）
，但治疗组平均治疗时间较
对照组减少 3d，具有明显差异，说明该方法可明显缩短病程，
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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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宫腔术后预防不当，外邪入侵，邪气聚于胞室，壅滞下焦

(医学专业),2012,14(15):259

导致冲任两脉损伤累及肝脾，气血失和，瘀血、瘀湿留而不能

[2]张智冬.当归芍药散加减治疗慢性盆腔炎 64 例[J].中国民间疗法,2011,

[3]

去除，聚而不散，虚实相间造成 。治疗的主要原则为清热利

19(6):36

湿，活血化瘀以及理气止痛[4]。

[3]刘保东.慢性盆腔炎的分型论治[J].中外健康文摘,2012,9(23):392-393

当归芍药散主治妊娠肝脾失调引发的腹痛具有清热解毒、
活血止痛、利水消肿、清热泻结、解毒排脓、活血散结消痈等
[5]

[4]侯敏.当归芍药散在妇科临床上的应用[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2,
33(12):1589-1590

功效 。方中当归、泽泻、白芍对链球菌、葡萄球菌、大肠杆

[5]邓丹萍,雷磊.当归芍药散加减治疗盆腔炎性疾病的系统评价[C].第十一

菌等盆腔炎病原菌有抑制效用，白芍、当归、川芎有良好的镇

次全国中医妇科学术大会论文集.2011:292-295

痛作用，茯苓、白术有利尿和镇痛的功效。当归芍药散能有效

[6]刘微微.当归芍药散加减治疗湿热瘀阻型慢性盆腔炎 60 例[J].山西中医,

地改善盆腔的血液循环，软化增生以及粘连的结缔组织，促进

2011,27(3):16-17

[6]

渗出液吸收进而达到推陈致新以及去炎消肿的功效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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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38 例
Treating 38 case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王亚敏 施兆明 蔡建盛 林玉萍 苏惠红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福建 漳州，3630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90-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为提高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减少该病致残致死率。方法：按美国风湿病学会、欧洲风湿病防治联
合会 2009 年诊断标准，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38 例，西药予甲氨蝶呤、关节疼痛剧烈予小剂量激素口服。中医治疗予独活寄生汤
加减，急性活动期予祛风寒除湿热通痹止痛；慢性稳定期予补肝肾益气血强筋壮骨。结果：治疗两个月全部患者临床缓解。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抗炎调整免疫功能对解除关节疼痛，缓解病情疗效显著。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断；中西医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decrease the lethality rate o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Methods: 38
patient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were given methotrexate for metabolism, small dose of hormone for arthralgia in modern medicine. They
were given modifie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and given Qufenghan Chushire Tongbi Zhitong therapy to acute active stage patients and
Buganshen Yiqi Qiangjin Zhuanggu therapy to chronic active stage patient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for two months all the patients were
improved.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relieving the joint pains.
【Keywords】 Rheumatoid arthritis; Diagnosi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8
笔者于 2009 年 1 月～2012 年 4 月，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
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38 例收到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38 患者均为我院门诊和住院病例，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疼痛剧烈，风湿活动期予小剂量的激素，强地松 10～15mg/d
短期口服。疼痛剧烈者新癀片 3 片 Tid 或塞来昔布 200mg/d 口
服。中医辨证治疗予独活寄生汤加减，急性活动期予祛风寒除
湿热通痹止痛。药用独活、羌活、当归、黄柏、元胡、路路通、
制附子、蕲蛇各 10g，桑寄生、茯苓、白术、桑枝、牛膝、白

欧洲风湿病防治联合会 ACR/EULAR2009 年类风湿性关节炎

芍、丹参、忍冬藤各 15g 生地 20g 薏仁 30g。慢性稳定期予补

的诊断标准：分关节受累、血清学、滑膜炎持续时间、急性时

肝肾益气血强筋壮骨。药用黄芪、太子参、寄生、茯苓、白术、

相反应物 4 个部分，评分为 10 分，大于 6 分可确诊，可疑为 3～

桑枝、续断、牛膝、蕲蛇、白芍、丹参各 15g，当归、川芎、

4 分。①关节受累（0～5 分）
：1 个中大关节 0 分，2～10 中大

生熟地、杜仲、路路通各 10g，枸杞 20g，薏仁 30g。局部治疗：

关节 1 分，1～3 个小关节 2 分，4～10 小关节 3 分，10 个至少

给予骨通贴膏，双氯芬酸钠乳剂外涂。嘱患者慎起居避风寒湿，

1 个，小关节 5 分；②血清学（0～3 分）
：RF 或抗 CCP 抗体

预防各种感染，适当的活动关节，饮食宜多进食鱼类，忌辛辣

均阴性 0 分，RF 或抗 CCP 抗体至少 1 项低滴度阳性（高于正

刺激性的食品。

常人上限水平且低于 3 倍正常人上限水平）2 分，RF 或 CCP
抗体至少 1 项高滴度阳性（规定高于 3 倍正常上限水平）3 分；

3

治疗结果

③滑膜炎持续时间（0～1 分）
：<6 周 0 分，>6 周 1 分；④急

临床缓解标准：①晨僵时间低于 15min；②无疲劳感；③

性时相反应物（0～1 分）
：CRP 或 ESR 均正常 0 分，CRP 或

无关节痛；④活动时无关节痛或关节无压痛；⑤无关节或腱鞘

ESR 增高 1 分。38 例患者中男 12 例，女 26 例。年龄 30～68

肿胀；⑥血沉（魏氏法）女性<30mm/h，男性<20mm/h。符合

岁，平均年龄 52 岁，病程 1～10 年，平均 4.2 年。临床表现：

5 条或 5 条以下并至少持续 2 个月者考虑为临床缓解。通过上

晨僵，关节肿痛，关节畸形，部分病人发热。全部病人均查类

述中西医结合治疗 2 个月后判定疗效，
全部患者关节肿痛缓解，

风湿因子阳性，血沉升高>20mm/h，C 反应蛋白（CRP）升

复查血沉及 C 反应蛋白在正常值，病情得到控制，临床缓解。

高>8mg/L，X 线手腕关节正位片提示类风湿性关节炎表现。血
常规白细胞升高 16 例，轻度贫血 12 例，部分病人查环瓜氨酸
多肽抗体阳性，评分均>6 分。并查 ENA 抗体谱，抗双链 DNA
抗体，排除其它自身免疫性疾病。
2

治疗方法

4

体

会

类风湿性关节炎目前病因还没有阐明，许多研究提示环境
和遗传因素综合参与发病。类风关是异质性的疾病，是一种由
多种细胞（包括巨噬细胞、T 细胞、B 细胞、成纤维细胞、软
骨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参与发病的复杂疾病。起病可缓可急，

西药给予甲氨蝶呤 7.5mg 口服，每周 1 次，逐步增至每周

主要累及手足小关节的对称性炎性关节炎，也可累及大关节，

10～20mg，疗程 6 个月～2 年。叶酸 10mg，3 次/d 口服。关节

单关节或多关节，呈间歇性轻重起伏的发展。未控制的滑膜炎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6 期

-91-

可致软骨破坏和骨质侵蚀。病程 3 年以上，类风湿因子阳性或

治疗痹证的基础方，以该方化裁，处方中羌独活祛风寒通痹止

抗 CCP（环瓜氨酸多肽）抗体阳性的患者中常有骨质破坏，导

痛；当归、川芎、丹参养血活血行气通络；生地、黄柏、忍冬

致关节严重畸形，功能丧失。全身表现包括血管炎、类风湿结

藤、路路通、桑枝清热凉血祛湿通络；白芍、制附子、元胡缓

节、肺部、肾脏、心脏和眼部病变等多器官损伤，致残致死率

急止痛；茯苓、白术、薏仁健脾祛湿利关节；黄芪，太子参益

高。因此，应早诊断、早治疗。目前西药治疗首选改善病情的

气生血活血，调整免疫功能；续断、寄生、杜仲、熟地、牛膝、

抗风湿药（DMARD），甲氨蝶呤、柳氮磺吡啶、来氟米特。用

枸杞补益肝肾强筋壮骨；虫类药蕲蛇透骨搜风通络，解除经脉

药小剂量起始，逐步加量，首选甲氨蝶呤具有疗效好，副作用

肌肉挛急麻痹，诸药合用，共奏益气血补肝肾祛风湿除痹之效。

轻的优点，可连续用药 1～2 年。联合其它类的药物治疗，短

中西医结合相得益彰，抗炎调整免疫功能对解除关节疼痛，控

期小剂量的激素早晨顿服可减轻关节疼痛的症状，改善关节功

制和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显著的疗效。

能。新药生物制剂和免疫性的治疗，有较好的抗炎和抗骨质破
坏的作用，虽疗效好但价格昂贵，有副作用，目前应用尚少。

参考文献：

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于祖国医学尫痹的范畴：
《杂病源流犀注•诸

[1]Gary S. Firestein, Ralph C. Budd, Edward D. Harris, Jr, Lain B.Mclnnes,

痹源流》
：
“痹者，闭也，三气杂至壅蔽经络，血气不行，故久

Shaun Ruddy, John S. Sergent,第 8 版,主审施桂英,主译栗占国,唐福林,凯利风

而为痹。
”发病原因多为先天禀赋不足，气血虚弱，肝肾不足，

湿病学[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1:1089-1211

外感风寒湿热之邪，杂合痹阻经脉而致。疼痛游走不定者，是

[2]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848

风邪偏胜；疼痛较剧者，是寒邪较胜；疼痛而有沉重感者，是

[3]张乃峥.临床风湿病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18-137

湿邪偏胜；局部有红肿热痛或发热者，是热邪偏胜。治疗应按
病情的不同辨证施治，热痹者应清热通痹。寒痹者应祛寒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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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肝肾不足者应补益肝肾。独活寄生汤出自《千金方》是

中西医结合治疗中风后抑郁 39 例
Treating 39 cases of PS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陈 欣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中医院，河南 罗山，46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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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中风后抑郁（PSD）的疗效。方法：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西酞普兰治疗，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自拟方解郁汤，用药疗程为 8 周，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4 周、8 周，分别观察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改善情况。结果：治疗组 HAMD 评分优于对照组，神经缺损改善程度亦优于对照组。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中风后抑郁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中风后抑郁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PSD.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italopram,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elf-made Jieyu decoction
more. The treatment lasted for 8 weeks. HAMD scores and neurologic impairment improvement of the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before
treatment and 4 weeks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HAMD scor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eurologic impairment improvement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d better effect on
treating PSD than simple modern medicine.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PS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59
中风后抑郁（PSD）是中风后患者常见的精神障碍并发症
之一。主要临床表现为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情绪低落，兴趣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门诊及住院中风

减退悲观易哭，甚至有绝望自杀倾向。近年来，笔者采用中西

后抑郁病人 78 例，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9 例。治

医结合治疗 PSD，获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疗组 39 例，其中男性 21 例，女性 18 例，平均年龄（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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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岁，平均病程（4.10±2.05）个月；对照组男性 19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55.37±6.24）岁，平均病程（3.97
±3.10）个月。两组资料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山茱萸；失眠重者加用生龙骨、生牡蛎。
4

能缺损评分改善情况

诊断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及神经功

2.1 西医诊断标准

能缺损评分改善情况。在治疗前、治疗后 4 周、8 周各评定 1

脑出血和脑梗死按照 1995 年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疾病学术
会议《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标准要点》[1]制定，抑郁症诊断按

次。
4.2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价标准

[2]

照《美国精神病诊断统计手册》（第 4 版） 制定。

参照 1995 年中华医学会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
通过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5]。

2.2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 2002 年国家卫生部制定的《中药新药治疗中风病的

4.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采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与 1995 年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脑病专
[4]

业委员会提出的《中风病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 制定。
3

疗效标准

4.1 观察两组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及神经功

具有可比性。
2

010-59431886

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治疗方法

5

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西酞普兰片 20mg，1 次/d，早

结

果

5.1 两组 HAMD 积分比较（见表 1）

餐后口服。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自拟解郁汤，1 剂/d，

治疗组服用解郁汤后 4 周、8 周后，HAMD 积分均较治疗

分早晚两次服用。自拟解郁汤组成：川芎、丹参、香附、红花、

前明显下降（P<0.05）
，而对照组在治疗 8 周后 HAMD 积分下

桃仁、生地、白芍、当归、木香、陈皮、甘草各 10mg。加减：

降较治疗前有差异（P<0.05），并且治疗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

热盛，加用丹皮、栀子；虚证者，酌情加用黄芪、党参、山药、

组（P<0.05）
。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 HAMD 积分比较（分，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 4 周

治疗 8 周

治疗组

39

21.70±2.80

17.90±4.20

10.30±3.70

对照组

39

21.60±2.90

18.60±3.80

14.90±2.80

附疏肝理气解郁；红花、桃仁活血化瘀；生地、白芍、当归养

5.2 两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见表 2）
治疗组在服用解郁汤后 4 周、8 周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

血，活血；木香、陈皮理气散瘀；甘草调和诸药。[6]上述诸位

分与治疗前相比明显下降（P<0.05）
；对照组 8 周后评分较治

药物合用，起到理气、活血、解郁之作用。通过药理研究表明，

疗前有明显下降；治疗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

本方剂中多种药物具有抗抑郁作用，能够增加中枢神经系统单

表 2 两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分， x ± s ）

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经过观察，此方与西药西酞普兰片合用，

6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 4 周

治疗 8 周

治疗组

39

18.50±4.20

11.50±3.20

18.90±3.50

对照组

39

18.60±4.10

14.90±2.90

13.60±2.90

讨

论

治疗中风后抑郁效果明显优于单用西药治疗，值得临床上推广
应用。
参考文献：
[1]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老血管疾病诊断要点[S].中华神
经科杂志,1996,29(6):379

PSD 属于中医“郁证”范畴。中医认为本病发生与中风发
病密切相关。中风发病常以风、火、痰、瘀、气、虚六种因素
为主，肝肾阴虚、气虚血瘀是中风的主要病因病机。发病多遗
留言语不利、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后遗症，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患者的康复，进而促发了患者的情感障碍，失去治疗及生活

[2]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35-211
[3]郑筱萸.中医西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392
[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
行)[S].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19):145

的信心，久而久之则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忧思过度、阴血耗

[5]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伤，肝气郁结不得疏泄，导致 PSD。因此，PSD 有气机不畅、

标准(1995)[S].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81-383

瘀血阻络之特点，治疗以理气、活血、解郁为主。目前，现代

[6]雷载权.中药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89-302

医学常用的抗抑郁药为 5-HT 再摄取抑制剂，如西酞普兰等，
具有一定的临床疗效，但起效慢，易于复发，与自拟解郁汤连
用效果显著。方中川芎辛散温通，既能活血，又能行气，为“血
中气药”；丹参为活血化瘀之要药，广泛用于各种瘀血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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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律汤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的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rapid arrhythmia with the Pinglv decoction
李正普
（河南省内乡县人民医院，河南 内乡，474350）
中图分类号：R541.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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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平律汤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的临床疗效。方法：随机选取 2010 年 2 月～2012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快速
型心律失常患者 106 例，采用口服平律汤治疗。1 剂/d，30d 为 1 个疗程。用药前后观察患者临床表现。结果：106 例患者中，显
效 40 例，有效 56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为 85%。结论：应用自拟方平律汤加减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
广。
【关键词】 快速型心律失常；平律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Pinglv decoction in treating rapid arrhythmia. Methods: 106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0 to February 2012 were treated with the Pinglv decoction.1 dose a day, 30 days for a
course, observing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mong 106 patients, 40 had obvious effective, 56 effective, 10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was 85%. Conclusion: The Pinglv decoction treating in rapid arrhythmia achieved a great
clinical efficacy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Rapid arrhythmia; Pinglv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0
快速型心律失常在临床多见于冠心病、心肌梗塞、心肌病、

1.2 方法

风湿性心瓣膜病、病毒性心肌炎及原因不明症。临床上应用抗

1 剂/d，水煎服，早晚各 1 次，30d 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

心律失常西药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往往疗效欠佳，心律失常是

停服抗心律失常西药，用药前观察患者临床表现，症状，同时

指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心脏激动的形成或传导障碍，是整个或部

记录 24h 动态心电图、超声心动态图各 1 次。化验肝肾功能、

分心脏的活动频率过快或过慢，节律不规则。快速型心律失常

血脂、血糖治疗期间固定时间听心率 15min，查心电图 1 次。

包括窦性心动过速、室上性心动过速、快速型心房纤颤、室型

1.3 疗效标准
显效：临床症状消失，心电图示快速型心律失常消失。有

心动过速。近年来我们在临床上应用平律汤加减治疗快速型心
律失常收到了满意的疗效，现总结报告如下。

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偶有心慌症状发作，心电图示窦性心
动过速、室上速室性心动过速由频发转为偶发，快速型心房纤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 2010 年 2 月～2012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快速型心

颤转复或未转复但心室率控制在 80 次左右。无效：临床症状
未改善或加重，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检查均无变化。
2

律失常患者 106 例，其中男 54 例，女 52 例，年龄 12～72 岁，
平均年龄 48 岁，病程 9 个月。
1.1.1 病因及种类
其中冠心病 56 例，陈旧性心肌梗塞 25 例，扩张型心肌病
5 例，病毒性心肌炎 5 例，风湿性心瓣膜病 10 例，原因不明者
5 例。其中窦性心动过速 62 例、室上型心动过速 14 例，阵发
性心动过速 16 例，永久性快速房颤 8 例，室性心动过速 6 例。
1.1.2 临床表现
心慌胸闷，心悸气短，心前区疼痛，失眠多梦，舌质暗红，

结

果

106 例患者中，显效 40 例，其中窦性心动过速 25 例，室
上型心动过速 7 例，阵发性心房纤颤 3 例，室性心动过速 5 例。
有效 56 例，其中窦性心动过速 40 例，阵发性房颤 3 例，室上
型心动过速 2 例，室性心动过速 5 例。无效 10 例，其中永久
性房颤 5 例，室上型心动过速 2 例，阵发性快速房颤 2 例，窦
性心动过速 1 例。
3

体

会

快速型心律时常属于中医心悸、怔忡等范畴，患者失眠多

苔薄白，脉沉细或结代，中医辨证为气阴两虚，心脉瘀阻。

梦，心悸气短，胸闷心慌，乏力，舌质红，苔薄白，脉沉细或

1.1.3 组方

结代，是因为损伤心阴，气虚血瘀，心脉失养，阴虚内热，心

太子参麦冬五味子丹参苦参郁金泽兰刘寄奴炒常山桂枝
菖蒲炙甘草生龙牡。

神失常所致。治疗上采用益气养阴、安神复脉、活血化瘀、理
气通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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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中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益气养阴；桂枝炙、甘草益

耗氧量，增加心肌能量供应，促使心肌损伤愈合，丹参有强心

气通阳，安神复脉；石菖蒲、郁金、泽兰、炒常山、刘寄奴、

减慢心律，抗心心肌缺血，提高耐氧能力的作用，刘寄奴、桂

丹参活血化瘀，理气通脉；生龙牡安神定志，诸药配合，心气

枝有扩血管、强心，增强心肌营养，抗心律失常，抑制血小板

足而心脉通，心血足而血脉畅，气血畅而心神安，脉始复常。

聚集的作用。诸药配合，具有扩血管，改善心肌缺血，减慢心

现代药理研究，苦参中的苦参碱对心脏，脉搏和血压都有

率、抗心律失常的作用。组方既符合中医的辨证又符合西医的

一定的影响，是动物冠脉扩张，使离体兔耳血管扩张，血压下
降。延长小鼠常压下耐缺氧能力，使动物心脏收缩，对抗心房
纤颤，临床用于室性早搏、窦性心动过速及心房纤颤都有一定

药理且疗效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疗效。石菖蒲其挥发油具有扩张冠脉，增加冠脉血流量，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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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作用，太子参能强心，抗心律不齐，麦冬能降低心肌

观察降压丸治疗高血压的临床疗效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essential hypertension with
Jiangya pills
任长江
（山东省广饶县中医院，山东
中图分类号：R544.1

广饶，2573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94-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探讨降压心丸治疗高血压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2007 年 6～2011 年 6 月 60 例原发性患者，随机分
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患者 30 例使用降压丸进行治疗，对照组 30 例患者使用西药联合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降压丸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效果更明显，总有效率达到 93.33%。结论：降压丸对于治疗脑梗死、高血压等疾病的并发症治疗
效果也非常明显，有较好的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降压丸；原发性高血压；临床价值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Jiangya pills on hypertension. Methods: 60 patients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collected from June 2007 to June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Jiangya pills. The efficacies in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Jiangya pill was effective on essential hypertensio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3.33%. Conclusion:
Jiangya pill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he complication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hypertension,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Hypertension pills; Essential hypertension; Clinical valu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1
高血压疾病属于中枢神经联合体液造成的系统功能紊乱，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有 30 例。所有的患者都符合

其主要的临床表现症状为动脉血压升高，其属于全身性疾病，

高血压诊断标准。其中男性有 31 例，女性有 29 例，最低年龄

而且常见多发容易反复。具有低知晓率，较低的诊断率，治疗

为 48 岁，最高年龄为 72 岁，平均为 63 岁。患者病情都在 2～

率也很低，却是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的疾病，容易导致心

18 年，大部分患者都伴有冠心病和脑梗死疾病，并通过相应的

脑血管疾病，严重危害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本文通过

诊断方法进行确诊。所有患者在入院之后都要按照规定进行高

对 60 例高血压患者进行研究，说明降压丸治疗效果较为良好，

血压的跟踪测定。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07 年 6～2011 年 6 月 60 例原发性患者，随机

患有高血压的个体不同所造就的临床症状也会有不同，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大多数患有高血压的病人在发病初期，其临
床表现症状都很少或是疾病没有表现症状，往往只有通过常规
体检才能够发现病症。还有部分患者因为头、脑等脏器出现了
并发症才诊断出高血压症状。通常具有明显症状的患者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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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高血压早期表现症状通常为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失眠健

量，扫描心电图。通过 1 个月治疗后确定血压值，以此时测量

忘，易怒且有神经质等。患者患有高血压时，其血压值通常是

值作为最后的治疗结果。

因为病程变化逐步的增高。高血压发病初期，通常在精神紧张

1.3 疗效评价标准

或是情绪有较大波动的时候，严重体力活动的时候才会出现血

降压效果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为标准。临

压暂时上升的情况，过后就会恢复正常。此时患者是很难以发

床症状表现效果评定标按照《新药（中药）治疗老年病临床研

现的，而一旦血压呈现稳定性上升时，症状表现就极为明显，

究指导原则》为标准制定效果比较。血压需要于标准状态下测

此时也很容易引起注意。

量，测量时需要注意时间为每天同一时刻，测量手臂相同，使

1.2 方法

用同一台血压计，并且需要同一个人执行操作。测量间隔 2min，

研究组口服降压丸，9g/次，2 次/d，1 个疗程需 6 个月，

每次测量需进行 3 遍，2 次/d，将所有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

治疗过程中不可以使用任何西药。对照组使用西药联合治疗，

最终测量结果。治疗前后数值的差别是血压下降数值。治愈：

不采用降压丸。

血压正常没有复发，日常生活可以自理而且正常劳动。好转：

所有患者在测量血压时都使用标准汞柱血压计，观察血压

血压正常，肢体和语言功能得到改善，生活可以自理。无效：

使用治疗前 3 日的 3 次平均值，每日的血压变化都要进行观察

临床症状没有任何改善。

记录，血压测定前需要患者静修 15min，进性检测的过程中需

1.4 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 SPSS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用 x2 和 t 进行检验。

要患者按照正常起居生活。仔细观察患者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
应，如果发现病情恶化或是严重不良反应之后如剂量调整后仍
无法耐受，需要立即停止治疗。

2

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对比具有显著性差异，如表 1 所

患者在进行治疗中，服药前后都要检测肝脏功、肾脏功能，
确定血生化、血糖值，分析血小板数和血胆固醇及甘油三酯含

结

示。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30

18

10

2

93.33

对照组

30

1

17

12

60

注：P<0.01，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在服用药物前后所测得的肝肾功能、血生化、血
糖指标都没有任何变化，研究组有 18 例患者在使用药物之前
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数值偏高，药物使用后达到正常值。对
照组患者当中有 11 例在药物使用前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数
值偏高，服用药物后得到好转，但是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
3

讨

论

散淤结；生山楂味酸、甘、性微温，可以化瘀消积；钩藤味甘
苦性寒，清气清热，可平肝阳，消肝风。
药方当中所提到的药物通过现代药物理论研究和具体的
实践表明，都能够降低血压值，而且有些药物能够调节脂肪，
抗动脉粥样硬化，在很多方面都能起到较好的疗效。药物合并
的主要作用是降压调脂、活血化瘀、清热平肝。总之，通过本
文的研究可以表明，降压

中医理论中原发性高血压是头痛眩晕的范畴，发病机因和

降压丸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器治疗的有效率达到 93.33%，和

治疗方法在很多古代文献中都有提到。目前中医学所涉及到的

对照组所使用的西药治疗相比，效果更加明显，在降低血压的

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有了较多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

同时，还能够治疗脑梗死、冠心病等并发症。

文通过研究也显示降压丸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效果比较明显，

参考文献：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治疗伴有冠心病及脑梗死的患者来讲，其
也有较高的治愈率，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较高的患者，在使

[1]刘殿平,李景胜.牛黄降压丸治疗高血压病疗效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

用药物后也能够减少到正常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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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钩藤饮治疗偏头痛探源
A study on treating migraine with Tianma Gouteng Yin
毛黎雅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3）
中图分类号：R7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96-02

【摘 要】 本文通过 1 例临床偏头痛病例的治疗，探讨了天麻钩藤饮治疗偏头痛的疗效。
【关键词】 天麻钩藤饮；偏头痛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efficacy of Tianma Gouteng Yin treating in migraine by the fact that a treatment of 1 case
migraine patients.
【Keywords】 Tianma Gouteng Yin; Migra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2
1

资

料

头痛是临床常见的自觉症状，可单独出现，亦可见于多种
疾病的过程中。头痛一证首载于《内经》
，在《素问•风论》中
称之为“首风”、“脑风”，描述了“首风”与“脑风”的临床
特点，并指出外感与内伤是导致头痛发生的主要病因。李东垣
《东垣十书》将头痛分为外感头痛和内伤头痛，根据症状和病

为“肝气上逆”，多表现为急躁易怒，失眠头痛，面红目赤，
胸胁乳房常走窜胀痛。
《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
为风木之脏，各种原因导致肝用失常，则内风易起，或兼痰、
或兼瘀、或兼火、或兼寒而上犯清窍，发为头痛。可见偏头痛
与肝关系密切，临床上治疗偏头痛多以平肝熄风潜阳，补益肝

机的不同而有伤寒头痛、湿热头痛、偏头痛、真头痛、气虚头

肾为治法，而天麻钩藤饮具有平肝熄风，清热活血，补益肝肾

痛、血虚头痛、气血俱虚头痛、厥逆头痛等，并补充了太阴头

之效，故在临床上治疗偏头痛疗效较佳。

痛和少阴头痛。偏头痛，又称偏头风，临床颇为常见。其特点

天麻钩藤饮出自近代医家胡光慈《中医内科杂症证治新

是疼痛暴作，痛势甚剧，一侧头痛，或左或右，或连及眼齿，

义》，为平肝降逆之剂。以天麻、钩藤、石决明平肝祛风降逆

呈胀痛、刺痛或跳痛，或反复发作，经年不愈，痛止如常人。

为主，辅以清降之山栀、黄芩，活血之牛膝、益母草，滋补肝

可因情绪波动，或疲劳过度而引发。偏头痛的病因虽多，但与

肾之桑寄生、杜仲等，滋肾以平肝之逆；并辅以夜交藤、朱茯

肝阳偏亢，肝经风火上扰关系最为密切。现代医学认为偏头痛

神以镇静安神，缓其失眠，为用于肝厥头痛、眩晕、失眠之良

是一类有家族发病倾向的周期性发作疾病。表现为发作性的偏

剂。临床辨证要点为肝阳偏亢，肝风上扰所致的头痛、眩晕、

侧搏动性头痛，伴恶心、呕吐及羞明，经一间歇期后再次发病。

失眠，常有舌红苔黄、脉弦等表现。方中天麻、钩藤平肝熄风；

在安静、黑暗环境内或睡眠后头痛缓解。在头痛发作前或发作

石决明咸寒质重，功能平肝潜阳，并能除热明目，与天麻、钩

时可伴有神经、精神功能障碍[1]。

藤合用加强平肝熄风之力；川牛膝引血下行，并能活血利水；

偏头痛患者在头痛发作时常有情绪不宁、急躁易怒以及焦

杜仲、桑寄生补益肝肾以治本；栀子、黄芩清肝降火，以折其

虑的表现，而工作、生活压力过大以及强光、噪音、不良情绪

阳亢；益母草合川牛膝活血利水，有利于平降肝阳；夜交藤、

的刺激是偏头痛的常见诱因并且经常诱发偏头痛，从而形成恶

朱茯神宁心安神；诸药合用，共成平肝熄风，清热活血，补益

性循环，导致疾病日久不愈。
《临证指南医案•肝风》有肝“体

肝肾之剂。临床可随证加减，肝阳上亢，口苦面赤，心烦易怒

阴而用阳”之说。肝的生理特性是主升主动，喜条达而恶抑郁，

者，加龙胆草、牡蛎等；兼有痰浊上扰，头痛昏蒙，恶心欲吐，

故称之为“刚脏”
。
《素问•灵兰秘典论》说：
“肝者，将军之官，

舌苔厚腻，脉弦滑者，加半夏、竹茹、厚朴；脉弦而细者，可

谋虑出焉”。肝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疏泄和主藏血，肝气具有

加生地、枸杞子、何首乌；抑郁者可加郁金、栀子、香附等；

疏通、畅达全身气机，进而促进精血津液的运行输布、脾胃之

眩晕头痛剧者，可加羚羊角、龙骨、牡蛎等。李峰用天麻钩藤

气的升降、胆汁的分泌排泄以及情志的舒畅等作用。肝气的疏

饮加减治疗偏头痛，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5.1%，对照组总

泄功能异常，称为肝失疏泄。根据其所致病证的不同表现，可

有效率 78.32%；结论：在治疗偏头痛过程中根据患者的病症和

分为两个方面：一为肝气的疏泄功能不及，常因抑郁伤肝，肝

理应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明显减轻临床症状、缓解头痛，改善患

气不舒，疏泄失职，气机不得畅达，形成气机郁结的病理变化，

者的生活质量，促进疾病的康复[2]。临床上凡见肝阳偏亢，肝

称为“肝气郁结”
，临床表现多见闷闷不乐，悲忧欲哭，胸胁、

风上扰的偏头痛患者，均可用天麻钩藤饮为基础方，根据辨证，

两乳或少腹等部位胀痛不舒等。二是肝气的疏泄功能太过，常

随证加减，今举一典型病例阐明之。

因暴怒伤肝，或气郁日久化火，导致肝气亢逆，升发太过，称

（下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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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当归四逆汤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SS with the Danggui Sini decoction
梁 钊
（河南省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河南 南阳，473000）
中图分类号：R5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97-02

证型：GB

【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当归四逆汤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SSS）临床效果。方法：将门诊 80 例病态窦房结综合征（SSS）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0 例用加味当归四逆汤，对照组 40 例用西药治疗，两组均 15d 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
参照判定标准，比较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2.5%，对照组总有效率 80.0%。两组疗效比较经卡方检验 x2＝18.36，P<0.05。
差异有显著性。结论：加味当归四逆汤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SSS）疗效确切，安全简便。
【关键词】 加味当归四逆汤；病态窦房结综（SSS）
；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Danggui Sini decoction on SSS. Methods: 80 SS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Danggui Sini decoc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2.5% and 80.0%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Danggui Sini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safe and
convenient on treating SSS.
【Keywords】 Modified Danggui Sini decoction; SSS;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3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SSS）是由于窦房结或周围组织的器

1.3 治疗方法

质性病变导致了功能障碍，从而产生多种心律失常和多种症状

1.3.1 治疗组

综合症，主要特征为窦性心动过缓。临床症状多表现为心慌、

加味当归四逆汤基本方桂枝 15mg，
赤芍 15mg，
当归 15mg，

心悸、乏力、胸闷胸痛、气短、头昏、记忆力减退、畏寒肢冷、

细辛 3mg，通草 8mg，炙甘草 15mg，红参 15mg，黄芪 30mg，

甚则晕厥、抽搐、舌质暗淡或瘀斑、脉沉迟无力或结代。笔者

乌附片 10mg，麻黄 10mg，熟地 12mg，橘红 10mg。血瘀明显

用加味当归四逆汤治疗 40 例，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者加红花 15mg，川芎 10mg；心肾阳虚者加补骨脂 10mg，仙

1

灵脾 10mg；痰湿盛者加半夏 12mg，茯苓 15mg。1 剂/d，水煎，

资料与方法

早晚各服 200ml。

1.1 一般资料
所有人选的 80 例均为 2007 年 6 月～2012 年 6 月符合病态

1.3.2 对照组
阿托品 0.3mg、3 次/d，麻黄素 25mg，3 次/d，口服。

窦房结综合征（SSS）的门诊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 40 例，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21～71 岁，平均 50.3 岁；病程 4～13a，
平均 6.7a；其中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 10 例，冠心病 17 例，风
湿性心脏病 4 例，心肌病 9 例。对照组 40 例，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 20～70 岁，平均 49.8 岁；病程 3～12a，平均 6.4a；
其中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 11 例，冠心病 17 例，风湿性心脏病
3 例，心肌病 9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及所患疾病比
较，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P>0.05）
。

治疗组、对照组均 15d 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两组患
者用药前及疗程结束后各做 1 次 24h 动态心电图监测，比较治
疗效果。
1.4 疗效标准[2]
显效：症状、体征、心电图、心率恢复正常，心率≥60
次/min，24h 动态心电图观察总心率>10 万次，平均心率高于
70 次/min，无窦性停搏或窦房阻滞；有效：症状、体征均有进
步，心率 50～60 次/min，心电图明显改善，24h 动态心电图观

1.2 诊断标准
[1]

参照《内科学》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SSS）24h 动态心电

察总心率 8～10 万次，平均心率 60～70 次/min，无窦性停搏或

图表现作为诊断标准，并做阿托品激发实验。动态心电图：

窦房阻滞；无效：与治疗前比较无变化。

①24h 总心跳次数低于 8 万次（严重者低于 5 万次）；②反复

2

大于 2s 的长间歇；③快速心律失常终止时长时间的窦性停搏
（大于 3s）；④持续而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50 次/min 以下）。
阿托品实验阳性：静脉注射阿托品 1～2mg，注射后窦性心律
每分钟不能达到 90 次者、或注射后出现交界性逸搏心律。80
例阿托品实验全部为阳性。

治疗结果
治疗组显效 20 例，有效 17 例，
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2.5%；

对照组显效 17 例，有效 15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80.0%。
两组疗效比较经卡方检验 x2=18.36，P<0.05。差异有显著性。
见表 1。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98-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6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20（50）

17（42.5）

3（7.5）

92.5

对照组

40

17（42.5）

15（37.5）

8（20）

80.0

注：x2=18.36，P<0.05.差异有显著性。

3

讨

论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SSS）
，中医随无此名，但自《内经》
起就相继有相关描述：
《素问·脉要精微论篇》曰：
“代则气衰，
细则气少，涩则心痛”。《伤寒论》曰：“脉来数，时一止复来
者，名曰促，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动而中止，
更来少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中止，不能自
还，因而复动者，名曰代，阴也”。这些均与当今的病态窦房
结综合征（SSS）之表现类似。根据其临床症状归属于祖国医
学脉迟证、心悸、胸痹、眩晕、虚劳范畴。中医辨证多责之于
心、肾、脾三脏阳气不足，在阳虚基础上兼挟寒、瘀、痰、湿。
心气亏虚，阳气不足，鼓动无力，运行不畅致血少脉涩，血寒
凝滞，痰湿内生，气虚血瘀。当归四逆汤温经散寒，养血通脉。
桂枝、甘草是温心阳的祖方，温阳复脉以利心气；红参、黄芪、
当归补心气，养心血，鼓动心脉运行；附子、桂枝、麻黄、细

性作用，
可加强异丙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兴奋 β 受体作用，
进而提高窦房结的自律性，使心率增快，起到抗缓慢心律失常
作用[3]。全方共奏益气养血，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理气化痰
之功。该观察表明加味当归四逆汤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SSS）较西药对照组效果更明显，疗效确切，安全简便，值
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王吉耀.内科学[M].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214-216
[2]陈可冀,廖家帧,肖镇祥.心脑血管疾病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322-323
[3]郭继鸿,崔长琮.抗心律失常中西药与离子通道[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155-157

作者简介：

辛温阳散寒，振奋心阳；熟地滋阴补肾，与附子、桂枝同用寓
阴中求阳之意，并兼制阳药之燥、麻黄发散伤阴之过；赤芍、

梁钊（1964-），本科，学士学位；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心血管内
科，河南省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红花、川芎活血化瘀而止痛；橘红、半夏、茯苓理气燥湿化痰。
现代药理研究，附子、人参、麻黄、甘草均能提高心率。附子
兴奋 β 受体，人参促进儿茶酚胺释放，甘草有肾上腺皮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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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患者甲，女，36 岁，2012 年 3 月初诊。2 年前大怒后出现

头痛，伴恶心、呕吐、心烦、失眠，服用去痛片后症状消失，
之后每遇生气、情绪激动、休息不好时头痛发作，以左侧颞部
为主，发作时有跳动感，时轻时重，时有恶心，发作时服用芬
必得（布洛芬缓释胶囊）
，近 2 个月因情绪波动，头痛发作频
繁，伴恶心、失眠、烦躁易怒，舌质红，苔黄，大便干，小便
正常，脉弦细数。查头颅 MRI 结果示：未发现异常。查血脂、

3

讨

论

在临床中发现，偏头痛多发于中青年，且近年来发病率逐
渐增高，这与现代社会节奏加快，中青年面临更大的工作和生
活压力有关。烦劳太过，忧思郁怒，肝气郁结，肝郁则化火，
上扰头目而致头痛，常伴有失眠、烦躁易怒，病久则至肝肾亏
虚，出现双目干涩、头晕等症状，为虚实夹杂之症。本方用天
麻、钩藤平肝熄风，石决明平肝潜阳，并能除热明目，川牛膝
引火下行，茯苓、夜交藤健脾安神，偏头痛病程较长，“久病

血糖、肝肾功能均在正常范围内；经颅多普勒检查示：左、右

入络”，故用川芎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用郁金行气化瘀，清
心解郁，全方共奏清热平肝、解郁安神、补益肝肾之功，方证

大脑中、前及后动脉与基底动脉和左、右椎动脉血流速度、平

相合，所以效果良好。

均速度及舒张末期速度均正常。中医诊断：头痛，证型：肝阳

参考文献：

偏亢，肝风上扰；西医诊断：血管神经性头痛。治以平肝熄风，
清热活血，解郁安神。天麻钩藤饮加减：天麻 10g，钩藤 20g，
石决明 20g，栀子 10g，黄芩 10g，川芎 10g，川牛膝 10g，益
母草 20g，大黄 6g，杜仲 10g，桑寄生 10g，夜交藤 20g，茯苓
20g，郁金 20g。1 剂/d，连服 10 剂，水煎，早晚分服。并嘱患
者调畅情志。二诊时，睡眠好转，烦躁减轻，大便正常，前方

[1]赵智强.天麻钩藤饮对肝阳上亢证头痛患者镇痛作用的临床药效动力学
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2000(2)
[2]李峰.天麻钩藤饮加减在偏头痛治疗中应用分析[J].中国临床实用医学,
2010.6, 4(6):182-183

作者简介：

去大黄，加当归 10g，菊花 10g（另包，后下）继服 10 剂。三

毛黎雅，女，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在读研究生，中医内科脑病方向。

诊时，诸症皆消，继服前方 10 剂以巩固疗效，半年后随访未

赵敏，指导老师。

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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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治疗痤疮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f treating acne in TCM
谢兴桥
（广西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广西 钦州，535000）
中图分类号：R758.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099-01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内科的治疗痤疮的临床疗效。方法：随机选取我院门诊就诊的痤疮患者 120 例，随机分成观察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观察组给予中医内科治疗，对照组给予西医治疗，对两组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结果：观察组的临床显效
率和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中医内科治疗痤疮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医；痤疮；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acne in TCM.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60 cases in each group.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CM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comparing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both in the
clinical efficiency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acne in TCM was grea,t which is worth to
be appli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TCM; Acne;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4
痤疮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皮肤病，严重的影响患者的
美观，因此有些的治疗能够提高美观，并减轻患者的压力[1]。
本文对我院收录的 120 例患者给予中医内科治疗，并且取得了
较好的应用效果，具体的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1 年 2 月～2012 年 2 月到我院门诊就诊的痤疮
患者 120 例，将其随机的分为两组。对照组 60 例，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35 例，患者的年龄为 17～44 岁，平均年龄为（22.3

计量资料 t 检验、计数资料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通过两组的疗效比较，观察组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98.3%，
而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83.4%，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明显的
高于对照组的情况，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有意义（P<0.05）
。
具体两组的数据比较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n（%）]

±4.3）岁。面部痤疮 40 例，躯干痤疮 20 例。观察组 60 例，
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35 例，患者的年龄为 18～40 岁，
平均年龄为（21.8±5.0）岁。面部痤疮 38 例，躯干痤疮 22 例。
两组基本资料比较无明显的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组别

n

观察组

60

50（83.3） 9（15.0）

对照组

60

22（36.7） 28（46.7） 10（16.6） 50（83.4）

3

酯软膏，3 次/d，连用 4 周。
1.2.2 观察组治疗方法
本组患者均采取中医内科疗效，内服中药，药物成分：白
花蛇舌草 30g，连翘各 15g，焦山楂 12g，桑白皮 10g，黄芩 18g，
赤芍 12g，丹皮 10g，生甘草 6g，生地黄 10g，用水煎服，2 次/d，
连服 15d。并三黄粉调质糊状制成面膜进行外敷，1 次/周。
1.3 疗效判定
疗效判定标准[2]：①显效：痤疮疾病消退，或偶尔有 1～2
个新出现的皮疹；②有效：多数的痤疮出现消退，并出现少数
的新皮疹；③无效：患者的痤疮形态、数量未见有任何的改善
与好转，甚至出现加重。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资料均应用 SPSS16.0 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1（1.7） 59（98.3）

12.83

5.34

P

<0.01

<0.05

讨

本组患者采取西医疗法，口服 150mg 罗红霉素，2 次/d，
连用 1 周；口服 25mg 维胺酯，3 次/d，连用 4 周；并外敷维胺

显效

x2 值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治疗方法

果

论

痤疮是临床中常见病症，一般多发于青春期的患者之中，
而且严重的影响其生活和学习，甚至有的患者造成严重的心理
问题。
因此，有效的治疗痤疮成为临床医师关注的重点，而且临
床上治疗该病的方法也比较多，常见的有中医、西医治疗。但
是治疗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本次研究资料显示，临床中采取内
服中药与外敷中药面膜对痤疮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而且
优于常规的西药治疗效果，值得临床中应用。
参考文献：
[1]胡玉灵,徐秀芝.浅谈上气不足症之治疗[J].内蒙古中医药,2010,29(1)：
55-56
[2]李均展,李刚.尿石病证举隅[J].中医药学报,2009,37(6):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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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正去邪分型辨治卒心痛
Treating angina pectoris by the dialectical Fuzheng Quxie
李 华
（沈阳市中环中医院，辽宁 沈阳，110000）
中图分类号：R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100-02

证型：GBD

【摘 要】 根据卒心痛的病因和发病机理，治疗应以扶正去邪为主，扶正即补虚，常用人参，改变了传统“诸痛不可补气”，
“痛甚者脉必伏，用温药附子之类，不可用参术”的说法，提出“痛不可补气，但心痛亦可补”。并将补气法应用于各型中收效
较好。
【关键词】 卒心痛；扶正去邪；分型治疗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angina pectoris,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to using Fuzheng
Quxie, centralizer is tonic, commonly used ginseng which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he pain can not Buqi, pain very pulse will V, with warm
medicine monkshood, unavailability of the argument, put forward the pain can not Qi, but the heartache can complement. And the air
supply method is applied to each type of treatment.
【Keywords】 Angina pectoris; Fuzheng Quxi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5
卒心痛是指由于正气亏虚、痰、瘀、寒等邪乘虚致病或寒

见胸闷心痛，活动则加重，无力气短，神疲自汗，舌体胖

凝气滞，或气滞血瘀，或痰瘀交阻，致心脉痹阻，心失煦濡，

大，边有齿痕，舌暗或紫，苔薄，脉沉细、结代；兼阴虚者可

突然出现胸骨后或左前臂内侧放射的病症，是一种常见、多发

见心悸烦热，口干，手足心热，盗汗，耳鸣腰酸，舌淡或红，

的心脏急症。笔者近年来，以扶正去邪为主分型治疗，并将补

苔少无津，脉细数或促。治宜益气活血化瘀。方用益气通脉汤

气法应用于各型中收效较好。

加减。黄芪 30g，白术 15g、补气通经利脉；川芎 15g、水蛭

1

病因病机
发病机理主要是六淫苑心，七情内伤，饮食不节，久病，

厥脱症之后或老年体弱，脏气虚导致的心阴、阳、气、血亏损，

5g、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丹参 10g，郁金 10g，加强活血理
气之功；阴虚者用麦冬 15g，玉竹 15g，益养心阴；五味子 10g，
收敛心气。
2.4 寒凝血瘀证症

痰浊、淤血、气滞、寒凝、湿阻于心络，心经而发病，有时为

见胸痛，胸闷较剧，遇寒加重，气短，心悸，面色苍白，

七情（除喜外）寒冷、各种原因引起的气血丧失，脏气亏损的

形寒肢冷，舌质淡暗，舌苔薄白或白腻，脉沉无力，迟缓或结

影响而诱发疼痛发病。

代。治宜温阳宣痹，活血化瘀。方药组成：桂枝 15g，细辛 5g，

2

分型论治

通阳止痛；薤白 15g 瓜蒌 20g，化痰通阻，行气止痛；当归 15g，
芍药 15g，养血活血；厚朴 10g，苏合香 5g，理气通脉止痛。

2.1 心血瘀阻证症

2.5 瘀热互结证症

见心胸疼痛、如刺如绞，痛有定处，入夜为甚、甚则胸痛

见胸部缩窄样疼痛，胸闷，心悸，或伴口干苦，便结，舌

彻背，背痛彻心，或痛引肩背，伴有胸闷，日久不愈，舌质紫

暗红或有紫气，苔薄黄，脉弦数。治宜活血化瘀，清热解毒。

暗或有瘀斑，脉象细涩或结代。治以活血化瘀，通脉止痛。方

方药组成：丹参 15g，红花 15g，蒲黄 15g，赤芍 15g，川芎 10g，

用血府逐汤加减。川芎 10g，桃仁 10g，红花 15g，赤芍 15g，

降香 10g，活血化瘀；丹皮 10g，虎杖 25g，何首乌 15g，清热

积壳 12g，牛膝 12g，调畅气机，行气活血；当归 12g，生地

解毒，生地 10g，清热生津。

15g，补养阴血；降香 10g，郁金 10g，理气止痛。

2.6 气滞心胸证症

2.2 痰瘀内阻证症
见胸闷如窒而痛，或痛引肩背，气短喘促，痰多，肢体沉

见心胸满闷，隐痛陈发，痛有定处，时欲太息，遇情志不
遂时容易诱发或加重，得嗳气或矢气则舒，苔薄或薄腻，脉细

重，形体肥胖，舌质淡，舌苔浊腻，脉弦滑。治宜理气化痰，

弦。治宜疏肝理气，活血通络。方用柴胡舒肝散加减。柴胡 15g，

活血化瘀。方药组成：薤白 15g，瓜蒌 20g，化痰通阻，行气

枳壳 15g，疏肝理气；陈皮 12g，香附 12g，理气解郁；川芎

止痛；半夏 10g，竹茹 15g，清化痰淤；陈皮 10g，枳壳 10g，

10g，赤芍 15g，降香 10g，红花 15g，丹参 15g，活血通脉。

理气宽胸；红花 10g，川芎 15g，行气活血。

2.7 肾阳虚衰证症

2.3 气虚血瘀证症

（下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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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类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98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98 cases of RA with insect drugs
彭 健
（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中心卫生院，湖北 来凤，445703）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101-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探讨虫类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方法：对 98 例患者应用虫类药随证辨治。期间停服其他药物，
对主诉肢体关节疼痛等临床表现进行记录，治疗 30d 后做疗效评定。结果：症状明显改善，且无任何副作用。结论：虫类药为纯
天然药材，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可明显改善临床症状。
【关键词】 虫类药；类风湿关节炎；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insect drugs i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Methods: 98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insect drugs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uring this peoriod no other drugs, recording som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such as
limb and joint pain ect,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after 30 days treatment. Results: Symptom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ithout any side effects.
Conclusion: Insect drugs were natural herb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RA.
【Keywords】 Insect drugs; RA;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6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个累

论证型如何均可选用乌梢蛇、白花蛇、蕲蛇等蛇类药以搜风通

及周围关节为主的多系统性炎症性的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性的

络止痛。1 剂/d，水煎取汁 300ml，分 2 次服，15d 为 1 个疗程，

症状为对称性、多个周围性关节的慢性炎症。临床表现为受累

治疗 2 个疗程统计疗效。

关节疼痛、肿胀、功能下降，病变呈持续性、反复发作的过程，
属于中医的“尫痹”范畴。其病因未明，发病广泛，病程长，

2

治疗效果

致畸致残率高，迄今还无特效疗法。笔者自 2001 年以来，以

根据《中医病症诊疗标准与方剂选用》[1]相关标准，痊愈

虫类药为主辨证加减治疗本病，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现将

（关节疼痛、肿胀消失，活动功能正常，实验室检查正常）46

临床应用虫类药治疗 98 例资料分析报告如下。

例，好转（关节疼痛、肿胀减轻，活动功能好转，实验室检查

1

有改善）47 例，无效（关节疼痛、肿胀及实验室检查无变化）

资料与方法

5 例。总有效率 94.5%。

1.1 一般资料
98 例中，男 32 例，女 66 例；20～30 岁者 8 例，31～40
岁者 16 例，41～50 岁 25 例，51 岁以上者 49 例。在病史中，

3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41 岁。2001 年 11 月因“双手近端指间关节、

曾有受寒湿史者 46 例，与妊娠、分娩有关者 12 例，查不到诱

双腕关节疼痛、肿胀 1 年，加重 1 天”入院。查体：双手近端

因者 40 例。病程在 2 年以内者 16 例，2～5 年者 31 例，5 年

关节、双腕关节肿胀明显，关节屈伸不利，活动受限，压痛 3

以上者 51 例。

级，天气寒冷时疼痛加重，双手指呈不同程度梭形变形，舌质
淡红苔白，脉沉细。实验室检查：血沉 50mm/h，类风湿因子

1.2 诊断依据
[1]

符合《中医病症诊疗标准与方剂选用》 ：①早期有游走

测定阳性。双手正位 X 线片提示：骨质结构完整，双指关节间

性关节疼痛，特别是对称性小关节。后期有关节僵硬，变形，

隙变窄，骨质密度低。西医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诊断：

特别是近侧指间关节成梭形肿胀，压痛拒按，活动时疼痛加重。

尫痹（风寒湿阻型）。治疗：祛风除湿，散寒止痛。处方：蠲

②发作期验血，血沉可增快；抗“O”大于 500u；类风湿因子

痹汤加减。药物：羌活 12g，肉桂 9g，秦艽 12g，当归 15g，

呈阳性；X 线摄片可见骨质疏松改变，或关节骨面侵蚀呈半脱

川芎 12g，细辛 3g，全蝎 12g，蜈蚣 2 条，白花蛇 1 条，乌梢

位、以及骨性强直、关节面融合等。

蛇 20g，蕲蛇 12g，炙甘草 6g，桃仁 12g，红花 12g。上药加水

1.3 治疗方法

800ml，泡 30min，煎取汁 400ml，分 2 次服，1 剂/d，15d 为 1

98 例中，住院治疗 30 例，门诊治疗 68 例。全部以虫类药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后关节肿胀及疼痛明显缓解，活动基本

加减辨证治疗。偏于风寒湿阻者蠲痹汤加全蝎、蜈蚣、白花蛇

正常。口服中药前方减肉桂、细辛，加桑枝 12g，威灵仙 12g。

通络止痛；风湿热痹者二妙散加地龙、蜂房、僵蚕、蚕沙清热

继续服药治疗 2 个疗程，症状完全消失，功能活动恢复正常，

通络祛风；痰瘀阻络者桃红饮加土鳖虫、穿山甲破血化瘀；不

实验室检查正常。治愈出院，随访 1 年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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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为，虫类药物大多药性峻猛，非痰瘀胶结日久不用，具有

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于中医学“尫痹”范畴。多由正气不足，
感受风、寒、湿、热之邪所致。常呈慢性进行性过程，正虚邪
恋，反复发作，缠绵日久，五脏气血衰少，气血周流不畅，外
邪与痰瘀互接于经脉，凝滞不通，停滞与骨骱，导致关节肿胀、
变形、疼痛等，其证多顽固难愈，非草木之品攻逐可以斩获，
亦非一般汗、吐、下之攻法可以奏效。为此，张仲景首创虫类
搜剔通络法。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痹证发病系
“经以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然经年累月，外邪留着，气血皆
伤，其它为败瘀痰凝，混处经络，盖有疾矣。
”治疗时主张“风
湿客与经络，且数十年之久，岂区区汤散可效”
，
“邪留经络，
须以搜剔动药”，“借虫蚁搜剔以攻通邪结”。同时提出了“宿

善走窜经络而搜风剔络、散结通阳而祛湿化痰、止痉破血而解
痉止痛之功效。正如吴鞠通指出，治疗顽症沉疴，当“以食血
之虫，飞者走络中气分，走者走络中血分，可谓无微不入，无
坚不破”
。以虫类中药血肉之质，及动跃攻冲之性，体阴用阳，
深入髓络，搜剔络邪以深透病根，攻逐邪积[2]。
参考文献：
[1]戴慎,薛建国,岳沛平.中医病证诊疗标准与方剂选用[S].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3:238-243
[2]刘端勇,李家荣,赵海梅,等.虫类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辨证用药思路[J].
新中医,2009,41(12):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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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宜缓攻”的指导思想和“飞者升，走着降”的理论。多数医

潮汕地区椎动脉型颈椎病中医证候分布的调查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ervical vertebral artery disease syndrome in
the area of Chaoshan
王晓青 陈春雷 吴震东
（广东省汕头市中心医院，广东 汕头，515031）
中图分类号：R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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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潮汕地区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的中医证候分布规律。方法：对在潮汕地区居住两年以上的 300 例该病
患者开展调查、结合中医辨证进行分型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本病在该地区人群的分布状态及痰浊上蒙型所占的比
例。结果：痰浊上蒙型比例最高，
（90 例，30.0%）
。结论：痰浊上蒙型颈椎病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各型颈椎病，有必要进一步开展
从“痰浊”论治椎动脉型颈椎病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为该病的治疗拓宽思路。
【关键词】 潮汕；痰浊上蒙；颈椎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distribution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syndrome in Chaoshan. Methods:
300 patients with the disease were investigated, analyzing the genotyping results according to TCM differenti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sease distribution among different people in this region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portion of “phlegm-turbidity over” type.
Results:The type of “phlegm-turbidity over” w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90 cases, 30.0%) in the investigation.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rate of “phlegm-turbidity over”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was higher than other cervical spondylosis,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new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ies in treating cervical vertebral artery disease in terms of “phlegm turbidity”.
【Keywords】 Chaoshan; Phlegm-turbidity over; Cervical spondylo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7
椎动脉型颈椎病以往多发于中、老年人群，其病因主要是

数患者就诊时，影像学检查结果提示已出现椎体不稳等严重病

因颈椎的钩椎关节增生、椎间盘突出、横突孔狭窄等改变，使

变。不少学者运用中医药对本病进行辨证施治已取得了一定成

椎动脉受到挤压而痉挛、狭窄、迂曲、管腔闭塞、椎基底动脉

果，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不一致导致了临床辨证论治的主

系统的供血不足所致，临床主要表现为眩晕、偏头痛、视物不

观、掺杂了人为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对该病在本地区的中

[1]

清、耳鸣、听力下降、颈枕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 ，每于

医证候分布规律进行调查分析，来更好地为临床辨治提供理论

头部过伸位或者转颈至某一方位时出现，当头部脱离该方位时

基础。

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但在潮汕地区，由于群众对本疾病的认
识度尚不够高、卫生宣教的普及也相对缺乏，使一部分患者，
尤其是青、中年人群对本病及时诊治的必要性缺乏正确的认
识，对该病的认识还单纯停留在“职业病”的范围内，直至多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对在潮汕地区居住两年以上、患有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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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问卷调查、结合中医辨证分型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

院具有中医本科学历以上教育背景的临床中医师专人负责调

析，以了解本病在该地区人群的分布状态及痰浊上蒙型所占的

查问卷的填写。

比例。

1.6 测量指标

1.2 诊断标准

1.6.1 对相关症状和体征观察评分

1.2.1 椎动脉型颈椎病诊断

主要疗效指标：眩晕、头痛、枕颈部疼痛及旋颈试验诱发
[2]

参照《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 拟定。①年

眩晕症状体征积分；次要疗效指标：视觉障碍、失眠、耳鸣、

有慢性劳损或外伤史；②多发于 40 岁以上的中年人，以长期

乏力、猝倒症状体征积分。

伏案工作者居多；③临床常表现为颈肩背强痛，颈椎活动受

1.6.2 辨证分型

限，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眩晕、头痛、耳鸣、视物不清，个

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结果对该受访者进行辨证分型，辨

别人还会有体位性猝倒等症状；④查体所见：臂丛牵拉试验

证分型由本院具有中医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的临床中医师专

可呈阳性，或压头试验阳性；⑤X 线片显示：颈椎生理曲度

人负责进行。

变直或呈反曲；颈椎骨质可呈退行性改变。
2

1.2.2 中医辨证标准

临床资料

[3]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制定

此次共调查 300 例符合纳入标准、排除标准并满足椎动脉

1.3 纳入标准

型颈椎病诊断标准的人员，其中在潮汕地区居住 2～5 年者 51

①在潮汕地区居住超过两年以上的 15～65 周岁的人群；

人，居住 5～10 年者 90 人，超过 10 年者 159 人；男性 109 例，

②符合西医诊断标准者；③意识清醒，并能够清晰进行表达者；

女性 191 例；年龄 24～65 岁，平均（48±9.72）岁。合并冠心

④对调查知情同意，并自愿接受问卷的各项问题。

病 30 例，血脂异常 49 例，原发性高血压 37 例，糖尿病 12 例。

1.4 排除标准

患者每天低头工作时长超过 4h 者 208 例。患者学历水平：文

①年龄在 18 岁以下或 70 岁以上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盲、小学、中学、本科或以上文化程度分别为 9.8%、32.0%、

过敏体质者；②合并有心脑血管、胃肠道、肝、肾和造血系统

37.5%、20.7%。

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耳源性疾病，精神病患者；③不符合纳入
调查结果

标准，或者对该调查未能知情同意、未能自愿接受调查问卷各

3

项问题者。

3.1 中医证候分布情况

1.5 调查方法

见表 1。

此次调查采用入户、门诊就诊、住院部走访等方式，由本
表 1 300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中医证型分布情况
证型

痰浊上蒙

肝阳上亢

肾阳虚

肾阴虚

气血亏虚

瘀阻脑络

其他证型

n

90

65

60

52

17

9

7

%

30.00

21.67

20.00

17.33

5.67

3.00

2.33

3.2 常见证型与患者的性别、平均年龄的关系

见表 2。

表 2 300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的证型与性别、年龄分布情况
证型

性别
n（例数）

男∶女

男

痰浊上蒙

90

32

肝阳上亢

65

25

肾阳虚

60

17

平均年龄

女
58

1∶1.81

43.21±10.30

40

1∶1.6

50.13±14.35

43

1∶2.53

62.30±14.21

肾阴虚

52

21

31

1∶1.48

66.47±11.37

气血亏虚

17

8

9

1∶1.125

47.40±12.30

瘀阻脑络

9

3

6

1∶2

53.21±10.73

其他证型

7

4

3

4∶3

50.36±10.03

合计

300

109

191

1∶1.75

48.00±9.72

从表 2 的数据统计显示，在潮汕地区的椎动脉型颈椎病患
者中，男女发病数量比例为 1∶1.75，女性患病明显高发于男
性病人，说明在本地区女性得病机率高于男性。痰浊上蒙型数
量最多，平均年龄最低。肾阳虚、肾阴虚两证型则多发于 60

岁以上老年群体。
4

讨

论

4.1 样本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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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项研究的受访者均在本院（三级甲等医院）中抽取，

本次调查分析，发现痰浊上蒙型在本地区发病率高，通过

为了避免小范围样本的局限性，特地从多层面、多来源选择受

纠其成因，因岭南气候湿热，容易影响脾胃运化而酿生痰浊，

访者，受访者来自于入户访问、门诊就诊、住院部走访等不同

潮汕地区人群中最常见的体质类型为痰湿质，其次为湿热质，

方式，且选择在潮汕地区居住时间长短不等的各层面居住者，

湿困易致痰类病证。痰浊上蒙清窍则见眩晕；痰浊内伤中焦则

性别及年龄等均不指定访问，以尽量避免样本的选择性偏畸。

见恶心、呕吐诸症；痰饮内停、三焦不利，在全身表现为头身

4.2 根据受访结果

困重、舌胖、边有齿印、舌苔白腻或白厚。这些都是痰浊上蒙

痰浊上蒙型颈椎病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各型颈椎病，结合各

的临床表现。

项检查指标综合考虑，笔者认为：椎动脉型颈椎病常以头晕、

因此，潮汕地区的椎动脉型颈椎病人群中，痰浊上蒙型患

恶心甚至呕吐等表现为主要临床症状，在中医可归于“眩晕”

者多见，符合该病的临床实际，亦有必要在这次调查分析的基

病的范畴。朱丹溪在此基础上提出“无痰不作眩”的经典论断，

础上，进一步开展从“痰浊”论治椎动脉型颈椎病的前瞻性临

亦提示人们椎动脉型颈椎病的发生、发展往往与痰浊上蒙有

床研究，为该病的治疗拓宽思路。

关。

参考文献：

4.3 痰浊上蒙型的高比例发病
椎动脉型颈椎病属中医“眩晕”范畴，祖国医学认为本病

[1]吴阶平,裘法祖.黄家驷外科学[M].6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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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S].北京:

目前中医对该病多从气血不通、瘀阻脑络等方面讨论，
“血瘀”

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5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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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恶心呕吐等典型症状外，还常伴有头身昏沉、视物旋转、身重

[5]周庆庆,林梓凌,吴周选.从痰湿辨治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探讨与研究[J].

如裹、舌淡胖、苔白腻或白厚、脉弦滑、病程迁延难愈等痰湿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7(3):385-38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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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燕 等曾分别提出了椎动脉型颈椎病治疗的“从痰湿论治”
的新观点，从脏腑虚损病机、经络痹阻病机、血瘀病机等不同

[6]罗燕.试论椎动脉型颈椎病从痰湿论治试论椎动脉型颈椎病从痰湿论治[J].
光明中医,2009,43(3):435-436

科研项目：

点分别论述了该病发病与痰湿痰浊的相关性，但目前国内从痰
湿辨治的研究仍开展得较少。因此探索研究其证候分布规律，
对于发挥中医药特色及优势，更好地指导临床诊疗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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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心胸疼痛，胸闷气短，时心悸，动则更甚，面色晄白，

询问病史，该患为工人，每天晨起需露天作业，常淋雨露，感

四肢欠温或肿胀，舌淡胖暗，苔白或腻，脉沉细。治宜温补心

寒仍继续工作。查舌淡脉细弱，舌无瘀斑。前医用温里散寒的

肾，活血通络。方用参附汤和右归饮加减。人参 15g，大补元

仲景方附子乙未加味治疗症状反复，久而未愈。余诊为寒凝心

气；制附子 12g，温补真阳；肉桂 10g，振奋心阳；炙甘草 12g，

络，在附子乙未散方基础上加入人参等药，附子 5g，人参 12g，

益气复脉；熟地 12g，山萸肉 10g，仙灵脾 10g，补骨脂 12g，

桂枝 8g，白芍 12g，肉桂 4g，麦冬 10g，地龙 10g，鹿茸 12g，

温养肾气，桃仁 10g，红花 10g，活血通络。

龟板 24g，川连 2g。虽违前贤“诸痛不可补气”
、
“痛甚者脉必

笔者在临床上，将参用于各种症型，对气虚者重用补气

优、不可用参术”之训，但用药后症状好转，经服 20 余剂，

药，无力虚症者，轻用补气药。补气药中，参胜于北芪，参

症状明显好转，发作次数减少。此为寒凝心络，气机阻滞，温

优的长白山野山参、高丽参、美国野山花旗参为佳，次者为

里后寒虽散，但气滞未通，需用人参补气，推动血脉运行，即

移山参；再者为边参、红参、晒参；野山参有大补元气作用，

痛不可补但心痛亦可补。用中医天然药物治疗卒心痛，是人类

故效最佳。这改变了朱丹溪于《丹溪心法》中言：
“痛甚者脉

的企盼，也是东方医学的魅力所在。

必优，用附子之类，不可用参术”、“诸痛不可补气”的治法
之忌[1]。
3

病例介绍

参考文献：
[1]麻仲学.传统医学博士论文集[M].世界科学出版社,三卷,2004,4(1)58

患者甲，48 岁。1998 年 7 月初诊。诉胸前区闷痛，感冷，
伴见头晕，偶有四肢震颤，曾查心电图：窦性心律，心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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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学模式在《针灸治疗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BL in acupuncture therapeutics
李晓宁 1 赵冬杰 1 亢连茹 1 王凤艳 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2.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中图分类号：R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105-02

【摘 要】 目的：探讨 PBL 教学理念在《针灸治疗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方法：选择 2～4 个本科必修课班级（54 学
时）
，分别采用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和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的方式授课，依据学生问卷调查、教学效果、考试
成绩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比较两种教学方法的效果。结果：PBL 教学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
立分析能力，提高了团队合作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符合发展我国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医药人才的宏伟目标。结论：PBL 教学模式
与传统教育模式对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符合教学改革的新趋势。
【关键词】 PBL；教学模式；针灸治疗学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BL in teaching acupuncture therapeutics. Methods: 2～4
classes were selected and were give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PBL teaching methods respectively. The effects of the two teach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student questionnaire survey, teaching effect and exam score. Results: PBL teaching method aroused
the learning interests of students, developed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dependent analyzing ability, and improved the teamwork ability
and communicates ability.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PBL teaching mode ha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Keywords】 PBL; Teaching mode; Acupuncture therapeutic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8
《针灸治疗学》是高等中医院校的主干课程之一，是针灸

式及视听教学法，不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科技能力和应变

基础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的桥梁，在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的教学中

能力，不注意学生综合素质（如思想品质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针灸治疗学》教学的好坏，直接影响

工作能力素质、心理和身体素质等）的培养[3]。90 年代以来，

着学生临床诊断思维的建立与培养，而现阶段传授式或填鸭式

我国引入 PBL 的医学院校逐渐增多，各大医学院校分别在基础

教学仍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主要教学方法，不注意学生综合素质

课、临床课和实验课中部分引入 PBL 教学法，取得了一定的教

的培养。笔者将 PBL 教学模式引入到《针灸治疗学》的课程教

学效果[4]，PBL 教学模式也逐渐成为我国医学教育领域改革的

育中，提出以本科必修课班级（54 学时）学生为试点，对 PBL

新趋势。我们针灸治疗学教研室具有多年的授课经验，提出

教学理念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

PBL 教学模式在针灸治疗学中的应用为我校的课程体系改革

总结如下。

提供思考。

1

PBL 教学模式

1.1 PBL 教学模式的定义

1.3 PBL 教学模式引用的意义
PBL 教学模式的引用于《针灸治疗学》的教学中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创新教学方法、改革了传统的机械的“灌输式”

“ 以 问 题 为 基 础 ” 式 教 学 法 即 PBL （ Problem-based

教学方法，由教师“注入式教学方法”转向“启发引导式教学

Learning）教学法[1] 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讨论教学方法。于

方法”、由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由学生被动学习转

1969 年由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 BARROWS 在加拿大麦克马斯

向学生主动学习。鼓励和支持学生的探索积极性，激发了学生

特大学首创，在 1988 年西太平洋医学教育会议和世界医学教

的学习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分析能力，提高

育会议上学者们提出了推广 PBL 法的倡议[2]。

了团队合作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符合发展我国全面发展的高

1.2 PBL 教学模式引用的可行性

素质医药人才的宏伟目标。

目前中医院校的针灸教学中，传统式或填鸭式教学模式仍

PBL 在《针灸治疗学》中的实施

然占有主导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被机械式传授知

2

识的地位。教师主动“传出知识”、学生被动“接收知识”的

2.1 实施背景

“灌输式”教学方法形式单一、枯燥，以板书形式讲课利用挂

针灸治疗学是在理论和技能基础上的综合应用，综合本课

图、幻灯等资料辅助教学。大多数教师把书本上的内容在规定

程具有知识点多、实践性强、涉及面广等特点，适合采用 PBL

的时间内讲授一遍就算是上完课了，不注意使用启发式、创造

教学方法进行教学[5]。PBL 教学模式逐渐成为我国医学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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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改革的新趋势，为了顺应新趋势、大力支持我校教育模式的

启发学生，注意教学方式方法的掌控，作好学生们前行的“指

改革，我们教研室计划开始实施 PBL 教学模式。

明灯”
。在教师设计典型病例或问题、
“答疑”、
“解惑”的过程

2.2 实施的方法

中对教师的知识储备也提出了挑战，既要保证问题的典型性又

2.2.1 对比统计分析法

要保持发散性思维，既要能够提出问题又能够给出合理的答

选择 2～4 个本科必修课班级（54 学时）
，分别采用传统的

案，教师需要查阅大量资料、设计经典病例或问题、设计教案，

注入式教学方法和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的方

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遇到困难，教师们要做到互相沟通、借鉴，

式授课，依据学生问卷调查、教学效果、考试成绩等方面进行

不断摸索、不断克服困难，在此过程中教师能够灵活的面对在

对比分析，比较两种教学方法的效果。

教学过程中所能遇到的问题，教师队伍也更加团结。

2.2.2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
每次上课前把下次讲课的内容以问题的形式交给学生→
学生收集自学材料（利用图书馆、网络信息、期刊等）→学生

3

结

语

将 PBL 教学模式引入到《针灸治疗学》的教学中我们体会

自由讨论→自由找答案→课堂指导→集体回答这些问题。

颇多。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PBL 医学教育理念和课程模

2.3 实施的成果

式传遍各个国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证实此教学模式是非

在我校部分本科生教学中引用 PBL 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

常适合于医学领域的。顺应时代发展，跟随医学教育改革大趋

的反馈，为我校针灸教育带来了新的气息，提高了学生对所学

势，我们针灸治疗学教研室在本学科的范畴内进行 PBL 教学最

知识的理解，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了学生的学

大限度的尝试，从长远来说，只有在整个医学教育中打破学科

习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分析能力，提高了团

界限，编制涉及多学科的综合课程，对于课程做出着眼于总体

队合作能力，学生的反馈良好。

的设计与研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PBL 教学，充分体现其

2.3.1 学生方面的改变

优越性[6]，才能全面培养高素质医疗人才，为中国中医药事业

在 PBL 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角色发生了改变。由传统的被

蓬勃发展作出贡献。总之，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PBL 迅

动机械式传授知识的地位变为主动积极探索知识的地位、由被

速被世界各个高校所认可必有其独到的优势。但目前为止，我

灌输到主动索取、学生变为了主体，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国 PBL 教学模式的开展只是处于初级水平，我们不能急于求

学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在完成课堂上的任务后利用好课余时

成，发展中医药事业任重而道远，需要漫长而艰难的探索。

间不断加强自己寻找问题答案的能力，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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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懒惰心理，学生们不断克服自身障碍，积极配合，戒除了

资金项目：

懒惰心理，提高了积极性，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得
到了提高。
2.3.2 教师方面的改变
在 PBL 教学模式的开展过程中，教师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角
色，由传统的“主动灌输”知识、“主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
改变为“引导”
、
“启发”式教学。教学思想也从过去的“以教
师为中心”
“以学科为中心”改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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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难免出现逆反心理，或者三分钟
热度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此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鼓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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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穿刺引流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血肿 88 例
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88 cases of hypertensivc basal nuclei hematoncus
by paracentesis and drainage
周正山 张好臣 贾军生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山东 茌平，252100）
中图分类号：R7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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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微创穿刺术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血肿的临床效果；方法：据 CT 片定位应用电钻钻颅穿刺脑内血肿置
管，直接清除或血肿腔内注入尿激酶清除脑内血肿；结果：治疗 88 例，好转 81 例，死亡 5 例，植物状态 2 例。结论：该术式操
作简便，能够及时有效地清除血肿，是治疗颅内血肿行之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微创穿刺术；高血压脑出血；尿激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inimally invasive centesis on treating hypertensivc basal nuclei
hematoncus. Methods: CT sheets was used to locate and use electrodrill to drill through to cure intracerebral hematoma, which was
eliminated by removing and treating urokinase through hematoncus cave. Results: Among the treated 88 cases, 81 became better, 5 cases
were dead, 2 cases became plant men. Conclusion: The operation was an effective method in healing intracranial hematoma, convenient in
operation and effective in removing hematoncus.
【Keywords】 Minimally invasive centesis; Hypertensivc cerebral hemorrhagc; Urokin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69
高血压脑出血是脑血管病中病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的一
种疾患，在我国占全部脑卒中的 21%～48%[1]。高血压性脑出

管体表投影的颞部穿刺点，量取血肿中心及穿刺点的距离。消
毒铺巾，局麻刺皮，快速钻透颅骨，在金属导针引导下将硅胶

血起病急骤，病情凶险，预后差，死亡率和致残率均较高，存
活的病人也往往遗留有严重残疾，包括言语和肢体活动障碍，

引流管缓慢推入血肿中心，见有陈旧血性液溢出，去除金属导
针，以 5ml 注射器抽取液态血肿，抽取部分血肿后，注入生理

，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2 3]。我院近 3 年应用微创穿刺术治
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血肿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1

盐水 4ml 冲洗。2h 后经引流管注入尿激酶 2～5 万单位，夹管
3h 放开。必要时应用 2～3 次/D 尿激酶。一般 3～5d，复查 CT
示血肿引流将尽，无明显占位效应时，去除引流管。
结果好转治愈 81 例，植物状态 2 例，死亡 5 例。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表 1 患者意识状态和治疗效果统计表

本组 88 例，男性 47 例，女性 41 例，年龄 39～81 岁，平
均 56.6 岁。高血压病史 6 个月～10 余年。
1.2 症状与体征
嗜睡 15 例，昏睡 27 例，浅昏迷 38 例，深昏迷 8 例（其
中双侧瞳孔散大 3 例）
，瘫痪肢体肌力均小于 3 级。
1.3 CT 所见
基底节区出血，左侧 43 例，右侧 45 例血肿量在 25～110ml
之间。中线结构向对侧移位 0.5～2.5cm。

意识状态

病例（例）

嗜睡

15

好转（例） 植物生存（例） 死亡（例）
15

昏睡

27

27

浅昏迷

38

38

深昏迷

8

1

2

5

表 2 血肿量和治疗效果统计表
血肿量

1.4 手术时机
小于 6h 4 例，6～24h 65 例，1～3h 17 例，大于 3h 2 例。
1.5 手术方法
根据 CT 片确定血肿中心的体表定位，选择避开颅内大血

病例（例）

好转（例）

植物生存（例） 死亡（例）

小于 30ml

2

2

30～60ml

62

60

1

1

60～90ml

21

18

1

2

大于 90ml

3

1

2

表 3 手术时机和治疗效果统计表
手术时机

病例（n）

好转（n）

小于 6h

4

2

6～24h

65

60

1～3d

17

17

大于 3d

2

2

植物生存（n）

死亡（n）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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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畸形出血应列为禁忌。

穿刺置管引流脑内血肿简单快捷；对周围脑组织影响比较
小，创伤相对较小，手术相对比较安全、容易被患者及其亲属

总之，脑内血肿穿刺引流术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行之有效
的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开颅术式。
参考文献：

接受。
手术治疗的目的是尽快缓解颅内压增高，此方法的成功的
先决条件是准确的定位，使引流管口能达到血肿中心。治疗效
果主要看术中清除多少血肿量，血肿的占位效应及继发的脑水
肿短时间内不能解除或缓解，能否有效缓解颅内压力。但是对
首次血肿清除量争议较多，不少学者主张首次抽吸血肿量的
50%～70%[4]。但是过快解除颅内压增高应警惕针道出血复发
血肿的可能，尤其不主张手术当时应用尿激酶。但手术中血肿
清除量应不少于 15ml，留置引流管能见到脑压搏动最为理想。
对于手术时机的掌握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 6～8h 即超
，6]

早期手术效果好[5

，我们认为手术时机的早晚并不是决定预

后的主要因素，预后主要决定于手术时的意识状态和手术是否
达到减压目的。本组病例中血肿量大，术前深昏迷的病例预后

[1]王忠诚.神经外科学[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864
[2]吴承远,刘玉光.临床神经外科学[M].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397
[3]漆群,肖华.207 例脑出血病例发病特点与预后分析[J].中华神经医学杂志,
2009,8(2):154-156
[4]梁启龙,魏进旺,刘凯,等.颅内血肿微创碎吸血肿清除术[J].中华神经医学
杂志,2005,4(2):178-180
[5]陈衔城,吴劲松,周晓平,等.高血压脑出血内外科规范化治疗的疗效比较多中心临床前瞻性研究[J].中国临床神经科学杂志,2001,9(4):365-368
[6]Mizutani T,Kojima HM,Miki Y, Arterial dissections of pentrating cerebral
arteries causing hypertension induced cerebral hemorrhage [J]. Neurosurgery,
2000,93:859-862

较差，手术选择时应慎重。
编辑：高雪岩

微创穿刺术不能直视下止血，对于凝血障碍所致出血、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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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与手术治疗肱骨近端骨折的疗效对比
Efficacy compare between the expectant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operation
treatment group in treating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
张高耀 吴

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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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保守治疗与手术治疗肱骨近端骨折的临床疗效观察。方法：将 170 例肱骨近端骨折患者随机分为保守
治疗组（100 例）和手术治疗组（70 例）
，总结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保守治疗组在日常生活情况及关节疼痛两方面的
评分均优于手术治疗组（P<0.05），而手术治疗组在力量方面评分及骨折端的对位情况评分均优于保守治疗组（P<0.05）；保守治
疗组总体疗效优良率为 88.0%，手术治疗组总体疗效优良率为 85.7%，两组总体疗效优良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
论：笔者认为在临床上治疗肱骨近端骨折，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各有长短，对于无移位骨折和 NerrI、II 型骨折均可采取
保守治疗，对 NerrIII、IV 型或移位较严重、粉碎复杂的骨折可采取手术治疗。
【关键词】 肱骨近端骨折；保守治疗；手术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expectant treatment and operation therapy on treating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 Methods: 17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00 patients in the expectant treatment group and 70
patients in the operation treatment group. Results: The daily life and pain score in the expectant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operation treatment group (P<0.05), while the strength score and fracture contraposition in the operation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expectant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operation treatment group were 88.0% and 85.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two methods ha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Keywords】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 Expectant treatment; Operation th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70
肱骨近端骨折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肩部骨折之一，其发生
[1]

率约占全身骨折的 4%～5% ，多见于中老年人。目前临床上
主要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对于选择哪种方法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选取为 2007 年 1 月～2012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肱

更具优势一直存在着争议。2007 年 1 月～2012 年 1 月期间，

骨近端骨折患者 170 例，均经 X 线确诊，均为单侧骨折。全部

我院采用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对 170 例肱骨骨折患者进行治

170 例患者中，男 96 例，女 74 例；年龄 21～71 岁，平均年龄

疗，现报道如下。

（53.1±6.4）岁；致伤原因包括交通事故伤 92 例，高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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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根据相关文献 [4] 拟定疗效判定标准。采用 Constant 和

伤 42 例，打击伤 20 例，摔伤 18 例，均为新鲜闭合骨折；根
据 Nerr 法[2]进行骨折分型：I 型 31 例，II 型 72 例，III 型 39

Mufley 肩关节评分标准，以日常活动（20%）
、关节疼痛（15%）
、

例，IV 型 28 例。将 170 例患者随机分为保守治疗组和手术治

骨折端对位情况（40%）及肌力恢复情况（20%）这四部分进

疗组两组，其中保守治疗组 100 例，手术治疗组 70 例；两组

行评分，总分为 100 分，治疗效果根据总分评定：骨折达解剖

患者在性别、年龄、致伤原因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对位，90～100 分者为优；骨折端错位≤5mm 以内，骨折端成

（P<0.05）
，具有可比性。

角≤10°，80～89 分者为良；骨折端错位≤1cm，骨折端成角

1.2 治疗方法

≤15°，70～79 分者为可；骨折端错位>1cm，骨折端成角>15

1.2.1 保守治疗组

者，<70 分为差。
1.4 统计学方法

本组患者均行手法复位加杉木夹板治疗，患者取仰卧位或
靠坐位，在对手法复位的选择时，应当依据受伤机制的不同，

应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按外展型和内收型分别采取相应的手法复位，复位前均给予常

以 x ± s 表示，采用 x2 检验和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规牵引：对于外展型肱骨骨折，术者应待骨折端牵开时用双手

学意义。

握骨折部，两拇指按于骨折近段远端外侧，余下各指抱骨折远

2

端的内侧，完全拉开重叠移动后，接着向外牵拉骨折远端，助

结

果

手同时在牵拉下内收肘部，则骨折复位，给予超肩关节杉木夹

保守治疗组在日常生活情况及关节疼痛两方面的评分

板固定；对于内收型肱骨骨折，其治疗原则与外展型相同，但

均优于手术治疗组，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是其手法及固定形式与之相反。

而手术治疗组在力量方面评分及骨折端的对位情况评分均

1.2.2 手术治疗组

优于保守治疗组，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保

本组患者均行手术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治疗，患者均给予

守治疗组总体疗效优良率为 88.0%，手术治疗组总体疗效优

高位臂丛麻醉，取仰卧位，并将伤肩垫高，具体步骤按常规步

良率为 85.7%，保守治疗组总体疗效略优于手术治疗组，但

骤[3]进行。

两组总体疗效优良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两组患者均给予早期功能锻炼指导，定期随访并复查摄 X

表 1。

片以检查骨折端愈合情况。
1.3 疗效判定标准
表 1 两组治疗后总体疗效比较 [n（%）]
组别

n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保守治疗组

100

65（65.0）

23（23.0）

7（7.0）

5（5.0）

88.0*

手术治疗组

70

40（57.1）

20（28.6）

4（5.7）

6（8.6）

85.7

注：*与手术治疗组比较，P>0.05。

3

讨

论

肱骨近端骨折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肩部骨折之一，争取理
想的复位，使骨折端的稳定得以保持，供应肱骨头的血液尽可
能的保持充足，以便于能够进行早期功能锻炼是其治疗原则。
目前临床上主要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保守治疗的
主要方法包括手法复位夹板固定、手法复位外展架固定、悬吊
石膏固定及牵引复位固定等；手术治疗最为常见的是切开复位
钢板内固定。有文献表明[5]，保守治疗肱骨近端骨折一直被认
为要优于手术治疗，其出发点为保守治疗可以较好地改善肱骨
近端骨折的症状，对一些无法耐受手术、经济困难患肩功能要
求不高的患者更为适用。目前，对于无移位、轻度移位或 NerrI、
II 型的肱骨近端骨折，临床上均主张采用保守治疗方法，但对
于 NerrⅢ、Ⅳ型肱骨近端骨折的治疗，对于选择哪种方法治疗
更具优势一直存在着争议。本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保守治疗组
在日常生活情况及关节疼痛两方面的评分均优于手术治疗组
（P<0.05），但是手术治疗组在力量方面评分及骨折端的对位
情况评分却均优于保守治疗组（P<0.05）；而对两组患者的恢

是无统计学意义（P>0.05）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临床上治疗肱骨近端骨折，保守治
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各有长短，对于无移位骨折和 NerrI、II
型骨折均可采取保守治疗，对 NerrIII、Ⅳ型或移位较严重、粉
碎复杂的骨折可采取手术治疗。
参考文献：
[1]王干威,陈海波.肱骨近端骨折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
2009,47(21):71-72
[2]王亦璁主编.骨与关节损伤[M].4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732-733,
759-760,764
[3]郭锐.肱骨骨折保守治疗与手术治疗的效果对比[J].中国实用医药,2012,
7(20):115-116
[4]王军伟.肱骨骨折保守与手术治疗的效果对比[J].中国实用医药,2012,
7(14):81-82
[5]杨林平.肱骨近端骨折保守与手术治疗的效果对比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
2011,6(35):95-96

复情况进行综合评分，发现保守治疗组总体疗效优良率为
88.0%，手术治疗组总体疗效优良率为 85.7%，两组比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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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透明角膜微创小切口折叠人工晶体悬吊术在
临床中的应用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mproved transparent corneal small incision minimally
invasive foldable intraocular lens suspension surgery
杨卫国 杨来庆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061000）
中图分类号：R246.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110-02

【摘 要】 目的：探索改进的透明角膜微创小切口折叠人工晶状体悬吊术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方法：选择因晶状体后囊破裂
或悬韧带断裂不能正常植入后房型人工晶状体的患者 29 例（29 只眼）
，通过 3.0mm 的透明角膜小切口，利用推注器系统，将襻预
扎了聚丙烯缝线的折叠人工晶状体缝合固定于睫状沟。结果：所有患者术后裸眼视力均提高，术中、术后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 结
论：透明角膜微创小切口折叠人工晶状体悬吊术手术并发症少，手术难度小，适应症广，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角膜微创小切口；折叠式；人工晶体；吊术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the improved transparent cornea minimally invasive small
incision foldable intraocular lens suspension surgery. Methods: 43 patients (43 eyes) with zonule abnormity or posterior capsule rupture
were performed intraocular lens implantation through corneal incision, and pre-fixed with poly propylene suture followed by foldable
intraocular fixed in sulcus by injector. Results : The uncorrected visual acuity of all operated eyes were improv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everely serious complications intra- and post-operation. Conclusion: It demonstrated that the transparent cornea minimally invasive small
incision foldable intraocular lens suspension surgery had less complications, small operative difficulty, broad indications, which proved the
potential to be widely applied.
【Keywords】 Corneal small incision minimally invasive; Foldable; Intraocular lens; Suspension surge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71
后房型人工晶体缝线固定术是目前治疗由于眼外伤或其

1.2 手术材料的选择
采用眼力健公司生产的三片式 Ar40-E 人工晶状体，直径

他原因造成的晶状体后囊缺损或晶状体悬韧带断裂的方法之
一[1]。传统方法是将襻上带有固定孔的专用硬性晶状体缝线固

13mm，光学直径 5.5mm，常数 118.4；粘弹剂：博士伦（爱维）
；

定于巩膜壁上，该方法因晶状体直径较大，一般为 6.5mm，需

折叠晶状体推注系统：钛合金推注器；聚丙烯 10-0 双针人工晶

要做较大的手术切口（约 7mm）植入，常常会导致手术创伤重，

状体悬吊专用针线。

容易出现手术并发症。我科近年来通过不断改进采用透明角膜

1.3 麻醉方式
本组病例手术常规均在表麻下施行，如需建立后房灌注则

微创小切口折叠人工晶状体悬吊术，有效地解决了上述缺陷，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3 月在我院眼科就诊，因晶状

加行球后局部麻醉。
1.4 术后并发症的处理及随访
按内眼术后常规处理，术后定期复诊，随访时间 3 个月，
随访检查包括视力、眼压、验光、人工晶状体偏位程度和眼底
情况。

体后囊缺损或悬韧带断裂而不能按常规植入后房型人工晶状

结

果

体的患者 29 例 29 眼，男性 16 例 16 眼，女性 13 例 13 眼；

2

年龄 22～74 岁，其中外伤性白内障术后、玻切术后无晶状体

2.1 术后视力

眼 19 例 19 眼，老年性白内障术后无晶体 10 例 10 眼，术前

术后视力全部优于术前，术后 4 眼 1.0，11 眼 0.6～0.8，7 眼

视力：手动 8 眼，<0.1 者 19 例，0.1～0.15 者 2 例。眼底无

0.4～0.6，6 眼 0.1～0.3，1 眼<0.1 平均散光为（0.97±0.22）d。

其他病变者 14 例，其他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角膜、眼底或视

2.2 手术并发症

神经损伤。

术中并发症：1 例在折叠型人工晶体推入前房后晶体后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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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线滑脱，因此例病人是玻切术后，玻璃体腔缺乏玻璃体支持，
人工晶体立即下沉至视网膜上，幸在手术开始时已建立眼内灌

-111我们介绍的手术方法，操作需要有一定的顺序。（详细手
术步骤）首先做 3、9 点结膜瓣，暴露巩膜，于 3、9 点角膜缘

注，检查视网膜，未发现裂空及出血。遂用玻切照明探头及晶

后 1mm 做垂直于角巩膜缘的 2mm 巩膜板层切口。自切口中央

体调位钩将人工晶体托至前房，回退晶体后襻，重新打结，按

穿入晶体悬吊线，然后于 11 点做角膜缘内 3.0mm 的透明角膜

原步骤完成手术。

切口，前房注入粘弹剂，于 11 点角膜切口处勾出悬吊线并剪

3

讨

短。晶体推注器于眼外推出晶体前襻后将 9 点位缝线固定于前

论

襻中央，推入人工晶体至后襻外露于角膜切口，3 点悬吊线固

后房型人工晶状体植入是白内障手术采用的标准术式，后

定于后襻中央，轻拉悬吊线，使晶体旋转至位置良好。两悬吊

房型人工晶状体巩膜固定术始见于 1986 年[2]，后经临床实践，

缝线分别于巩膜处固定结扎，结扎线头一端保留，关闭巩膜切

手术方式不断更新。目前该术式主要应用于白内障术中后囊发

口，巩膜结扎线头与悬吊线保留线头再次打结，固定，注吸眼

生巨大缺损，或晶状体悬韧带断裂，或囊内摘除术后的二期人

内粘弹剂。随后形成前房，抗生素眼膏涂眼，包扎、术毕。此

工晶状体植入。传统的人工晶状体巩膜缝线固定方法植入的切

巩膜板层切开较以前通常采用的顶端游离的三角瓣，具有操作

口大，术中创伤重，术后易引起角膜变形，散光大等缺点。植

简便，损伤小，巩膜形状好，线结不易外露等优点，缺点是如

入晶体需选择专用的悬吊人工晶体，种类单一。且传统手术方

术者经验不足，关闭巩膜切口时缝针恐切断深层悬吊线结，需

式多无建立眼内灌注，术中术后并发症较多，限制其发展和推

打开切口，重新悬吊人工晶体；因本手术方式为两点式固定，

广。为了有效地避免上述弊端，我们在原手术方式的基础上，

术后可能会出现人工晶体晶体偏斜，与巩膜缝线的固定位置和

，4]

结合现代临床报道[3

，改良了手术方式，即透明角膜微创小

切口折叠人工晶状体睫状沟悬吊术，降低了手术难度，有利于
临床推广。

襻的缝线固定位置密切相关[5]，轻者调整晶体位置，缩瞳即可，
重者需二次手术。
总之，以上介绍的微创小切口三片式折叠人工晶状体睫状

手术材料均采用眼力健公司生产的三片式 Ar40-E 人工晶

沟悬吊术的新方法具有切口小，不受或少受巩膜条件的限制，

状体，折叠人工晶状体推注系统。三片式折叠人工晶状体的

悬吊切口位置多样（根据术眼情况及术者经验客可选择 4、11

襻类似“C”型，而非一片式折叠人工晶状体的“J”型襻，

点；3、9 点；或者 2、8 点等）
，人工晶体种类选择丰富，晶状

固定于睫状沟时比较稳固。此外，襻质较硬，结扎了聚丙烯

体悬吊稳固，手术时间短，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少，手术难度小，

缝线后比较牢靠且不易变形。手术创伤小，仅用 3.0mm 的微

术后散光小、视力恢复好等优点。并对巩膜悬吊切口的制作、

创小切口即能够顺利地完成手术。本手术方法因采用相对封

及缝线自身的结扎固定方式做了诸多改进，降低操作难度，适

闭的微创小切口，术中眼内液不易外漏，前房稳定度好，减

应范围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少了术中眼内刺激及术后眼部并发症的发生；对于玻切术后
无玻璃体眼，建立眼内灌注，防止眼压下降过快造成的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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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君,原公强,董晓光,等.悬吊式人工晶状体睫状沟固定术治疗青少年眼外

择巩膜或角巩膜缘切口，但需要悬吊人工晶状体植入的患者大

伤疗效观察[J].山东医药,2009,49(6):101-102

部分是 II 期植入者，有的患者因 I 期手术时采用的切口是巩膜

[5]Kjeka O, Bohnstedt J, Meberg K, et al. Im-plantation of scleral-fixated

切口，所以 II 期手术时选择合适的巩膜切口位置比较困难。我

posterior chamber intraocular lenses in adults [J].Acta Ophthalmol,2008,86:

科所使用的透明角膜微创小切口利用晶状体推注器植入后房

537-42

型折叠人工晶状体睫状沟悬吊的方法，不受或少受巩膜条件的
限制，所以较适合 II 期手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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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与常规颞顶瓣开颅术治疗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疗效对比
Efficacy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tandard large trauma decompression and the
conventional temporal-parietal lobe craniotomy on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张好臣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山东 茌平，252100）
中图分类号：R6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112-03

【摘 要】 目的：比较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与常规颞顶瓣开颅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疗效。方法：96 例重型颅脑损
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8 例，采用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治疗，对照组 48 例，采用常规颞顶瓣开颅术治疗。比较两组患
者术后近、远期疗效。结果：观察组近期预后良好率为 75%，对照组为 62.5%，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观察组远期预
后良好率为 70.8%，对照组为 56.3%，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果：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效
果好于常规颞顶瓣开颅术。
【关键词】 颅脑损伤；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standard large trauma decompression and conventional temporal-parietal lobe
craniotomy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8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perated through standard large trauma decompression
procedure,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operated by conventional temporal-parietal lobe craniotomy. The short-time and
long-term efficaci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short-time prognosis effective rat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75% and 62.5%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And the long-time prognosis effective rat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70.8% and 56.3%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Standard large trauma
decompression was bett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temporal-parietal lobe craniotomy.
【Keywords】 Craniocerebral injury; Standard large trauma decompression procedure;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72
颅脑损伤是指颅骨或脑组织损伤由于暴力直接作用于头
部而导致的，是各种意外事故的主要死因，控制病情、保存神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经功能的关键措施是及时有效地降低并控制颅内高压，并且其

所有患者若生命体征稳定降颅压治疗早期即给予甘露醇

与患者预后有密切关系[1]。重型颅脑损伤保守治疗往往无效，

脱水，呼吸道保持通畅，止血药物应用等的综合治疗，术前准

常伴有严重的脑水肿及恶性颅内高压，而常规手术临床实践发

备（如剃头、备血等）再早期进行，并意识及瞳孔变化密切观

现存在病灶暴露区域小，减压效果差及术后并发症高等缺点。

察，急诊手术结合头颅 CT，手术指证一旦达到即进行；对于

我们采用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与常规手

休克血压低的患者，脱水降颅压治疗同时行升压治疗，术前准

术进行疗效对比。

备并早期进行，急诊手术治疗再生命体征稳定后。观察组行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准大骨瓣手术，颧弓上耳屏前 lcm 为手术切口开始处，于耳廓
上方向后上方延伸至顶骨正中线，然后沿正中线向前至前额部
发际下。骨瓣（10cm～12cm）×（12cm～15cm），放射状剪

选取笔者医院 2008 年 1 月～2012 年 5 月住院期间重型颅

开硬膜，血肿清除及脑组织失活后，彻底止血，以筋膜或人工

脑外伤疾病患者 96 例，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8 例，行标准

脑膜修补硬膜并减张缝合。对于术前已脑疝的脑压较高患者，

外伤大骨瓣减压术，其中男 29 例，女 19 例，年龄 21～65 岁，

打开硬膜部分减压应争分夺秒的尽快进行，而后骨窗再扩大至

平均年龄（37.8±6.7）岁，格拉斯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

标准范围。应尽可能使骨窗的范围到达颅底，对充分减压有利。

GOS）
（5.9±1.3）分。对照组 48 例行常规颞顶瓣开颅术，其

双侧减压手术对部分双侧损伤或术后继发对侧血肿的患者进

中男 28 例，女 20 例，年龄 25～69 岁，平均（38.1±7.1）岁，

行。术后行脱水降颅压、水电解质维持稳定、冲击激素、呼吸

GOS（5.3±1.1）分。92 例患者均符合重型颅脑外伤诊断标准。

道保持通畅及神经营养等的综合治疗。对照组行常规去骨瓣手

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统计学无差异意义

术：骨瓣（<6cm×8cm）常规去除，颅内病灶血肿清除后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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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张缝合硬脑膜[2]。

1.4 统计学处理

1.3 疗效评定

数据处理应用 SPSS15.0 统计软件包，用均数±标准差表

1.3.1 近期疗效（术后 3 个月）
，根据 GOS 评分表评定，V 恢

示计量资料，采用配对 t 检验，采用 x2 检验计数资料。差异有

复良好、可正常活动、Ⅳ有功能障碍、可以独立生活归为“预

统计学意义为 P<0.05。

后良好”
；III 清醒、生活不能自理、II 植物生存归为“预后不
良”
、I 死亡。
1.3.2 远期疗效（术后 6 个月）
，根据 Barthel 评分表评定，I 患
者无神经功能障碍，生活自理，II 有轻度神经功能障碍，生活
自理归为“预后良好”
，III 患者不能自主走动，生活不能自理，

2

结

果

2.1 两组近期疗效的比较
观察组近期预后良好率为 75%，对照组为 62.5%，两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见表 1。

IV 植物生存状态归为“预后不良”
，V 死亡。
表 1 两组近期疗效的比较
组别

I级

II级

III级

IV级

V级

观察组

1

5

6

20

16

对照组

2

7

9

15

15

2.2 两组远期疗效的比较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见表 2。

观察组远期预后良好率为 70.8%，对照组为 56.3%，两组
表 2 两组远期疗效的比较

3

讨

组别

I级

II级

III级

观察组

18

16

对照组

15

12

IV级

V级

7

6

1

8

10

3

脉受压可迅速解除，损伤局部的血液循环得到改善，脑水肿

论

颅脑外伤后脑组织挫裂伤、脑血管痉挛、水肿、血肿等
均可导致脑缺血，尤其是明显升高的颅内压，脑脊液及脑血
流量发生调节障碍，脑组织缺血缺氧状态可进一步加重 [3] 。
脑挫裂伤一旦发生血管痉挛甚至完全性闭塞极易引起，进而
脑组织供血、供氧不足和血管源性脑水肿，并且急性单侧脑
[4]

有利于减轻和中线移位缓解，并且使脑组织的缺血性损伤减
轻，脑组织保护的目的达到[7]。
传统的去骨瓣减压通常敞开硬膜不予缝合，为了减压充
分，但脑脊液漏、硬膜下积液、颅内感染、骨窗疝、癫痫等并
发症在术后易发生。硬脑膜对于保护脑组织和维持完整的解剖
结构是非常必要的，在神经外科学术界此观点已达成共识[8]。

肿胀容易发生 。继发于创伤后脑水肿导致的颅内高压是影

标准去骨瓣减压手术硬脑膜的生理屏障在减压术后得到重建，

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5]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后期脑失活

硬脑膜切口脑脊液漏的发生率明显降低了[9]。血压、呼吸、体

组织，以及长时间持续昏迷导致的逆行感染，导致后期的残

温、脉搏、颅内压等改变在脑原发伤后出现可以对脑组织造成

死率会明显增加，甚至脑疝形成，给患者的健康造成严重的

的二次脑损伤，急性脑膨出的可能会在术中加大，其与脑损伤

威胁。因此，手术治疗应在保守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及

的预后也有密切关系[10]，血肿彻底清除、颅内压充分降低并控

时进行。

制血压、脑部的供血供氧改善等是颅脑外伤术中发生急性脑膨

传统的开颅方法是局部开窗治疗根据血肿的不同部位进

出预防及治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本研究显示观察组近期预后良

行，由于不够大的骨窗，术中不能彻底止血并且使坏死脑组

好率为 75%，对照组为 62.5%；观察组远期预后良好率为 70.8%，

织清除，无法进行充分减压；同时急性减压后发生的脑组织

对照组为 56.3%；观察组在近、远期疗效方面均优于对照组。

缺血、再灌注损伤会由于骨窗太小而增加，导致脑组织嵌顿

因此，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是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理想治疗

和脑膨出发生几率增加 [6] ，而且急性脑膨出一旦发生，由于

选择。标准大骨瓣开颅术显露额叶，顶叶、颞叶前颅窝、中颅

骨窗太小容易引起骨窗缘的脑组织挫裂伤和血液回流障碍，

窝，使减压骨窗足够大，有效清除额颞顶硬膜下、硬膜外、脑

脑膨出加重，并使恶性循环形成。标准去骨瓣减压手术快速

内血肿及区坏死脑组织，消除侧裂静脉及大脑凸面静脉的压

钻孔引流硬膜下血肿先在去骨瓣前进行减低颅内压，脑干受

迫，促进血液回流，喊充分，改善脑脊液循环以及脑干供血和

压可减轻，脑血管瘫痪程度可以改善，脑干功能得到恢复、

供氧，因此具有更为显著的临床优势。

脑膨出程度减轻，为术后改善脑干功能和颅底静脉回流状况

但是，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开颅创伤大、手术时间较长，

打下基础。减压目的主要通过减少颅内容物和（或）增加颅

对于合并术中低血压、休克等患者不利，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常

腔容积来达到，从而脑组织的继发性损害得到阻止。标准去

可引起，且骨缺损的范围在术后遗留比较太，颅骨二期修补亦

骨瓣减压用于治疗颅内压增高从神经外科发展初期就进行，

较困难，故不能因为充分减压一味追求而滥用，采用何种骨瓣

在许多神经外科中心，为挽救那些颅脑损伤导致神经状况恶

应根据患者病情选择[11]。

化的患者，单侧或双侧去骨瓣减压手术至今仍然进行。脑静

（下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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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常用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
An issue on adverse reactions from common TCM injection
王辉珠
（甘肃省会宁县人民医院，甘肃 会宁，730700）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114-02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药注射剂的快速发展，其所引发的不良反应也逐年增加。中药注射剂大多由复方组成，有效成分
尚不清楚，制备中混杂微量不纯成分，存放过程发生质量变化，导致不溶性微粒增加等而引发不良反应。
【关键词】 常用；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CM injection, adverse reactions has also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CM
injections are mostly composed of compound, the active ingredient is not clear. Impure ingredients mixed in preparation , quality changes
occurred during storage, which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ed of insoluble particles further caused adverse reactions.
【Keywords】 Commonly used; TCM injection; Adverse reactio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73
中药注射剂，是在中药制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我国独

1.4 参麦注射液

创的新剂型，中药注射剂改变了中药传统的给药方式，它是以

静滴致头昏，胸闷，汗出，心悸，严重腹胀，低血压，药

中药材为原料，经提取、分离、精制等步骤制成的供注入人体

疹，心绞痛，过敏性休克等。

内的溶液、乳状液或临用前配制成溶液的粉末或浓溶液的灭菌

1.5 穿琥宁注射液

制剂[1]。一直以来，中药制剂给人的印象是比西药安全，ADR

胃肠道反应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神经精神症状；牙

（不良反应）小，但近几年有关中药注射剂 ADR 报道增多，

关紧闭、四肢强直性惊厥、剧烈头疼或单侧下肢肌肉震颤伴肢

中药现代化的方向和路径逐渐受到质疑，随着鱼腥草类、刺五

体麻木、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皮疹伴烦躁和皮肤瘙痒；

加等中药注射剂的暂停使用，中药注射剂信任危机在逐渐蔓

过敏性休克等。

延，发展也陷入了低谷，社会上一度议论纷纷，出现许多不同

1.6 鱼腥草注射液

见解，甚至提出封杀中药注射剂等较为极端的意见。
中药注射剂是从药材中提取的有效成分，采用西药技术和
方法制成的可供注入体内使用的灭菌溶剂、粉末或浓缩液。近
年来，随着中药注射剂的快速发展，其所引发的不良反应也逐
年增加。收集近年来国内有关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多篇报道

过敏性休克、全身过敏反应和呼吸困难等，并有死亡病例
发生等。
2

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发生原因分析

2.1 药物方面

和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临床上应用最多

不同的产地，不同采收季节和炮制加工是否按规范操作，

的清开灵、穿琥宁、双黄连、生脉、茵栀黄、复方丹参、鱼腥

将直接影响中药材的质量，进而使得引起不良反应的物质很难

草等注射液，其不良反应也最多见。

控制。由于中药材是中药注射剂的原料，其质量优劣直接影响

1

常见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症状

1.1 清开灵注射液

到中药注射剂的质量，是导致不良反应发生的因素之一。
中药注射剂大多由复方组成，有效成分尚不清楚，制备中
混杂的微量不纯成分，存放过程发生质量变化，导致不溶性微

静滴致过敏反应，表现为药热，单纯瘙痒，荨麻疹，大疱

粒增加等而引发不良反应。有研究者对中药静脉注射液 61 种

性表皮松解型药疹，急性支气管阻塞，支气管哮喘，急性左心

的不溶性微粒检测，有 26 种微粒超标，超标率占 42.6%，尤其

衰，过敏性休克。

值得注意的是中药注射液的不良反应与某些西药制剂一样，往

1.2 复方丹参注射液

往和某一批号有关，提示制剂的生产工艺不稳定、质量控制不

静滴致寒战，高热，四肢颤动，心慌，烦燥，或严重腹泻、
低血压，或心悸，头痛，或输液静脉疼痛难忍，性机能低下，
皮肤瘙痒症，窦性心动过速，过敏性休克。
1.3 双黄连粉针剂

严及药物稳定性差是导致产生不良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2.2 中药注射剂生产及质量控制
由于中药注射剂的特殊性，成分复杂，又缺乏统一的质量
控制标准，生产厂家在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有效成分的溶解

头晕、胸闷、恶心呕吐、心悸、血压下降；双肺散在哮鸣

度，稳定性等而加入一些稳定剂、助溶剂等，在提取制备工艺

音；巩膜及皮肤黄染；红色丘疹、散在性出血点；荨麻疹；关

中，一些异性蛋白的沉淀及其他杂质是否完全除去，同时中药

节酸痛；过敏性休克。

注射剂一般都有颜色，影响了澄明度的检查，这些都可引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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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

法，P＝0.624）。教育程度、职业状态和药物过敏史与不良反

2.3 临床应用方面

应发生有关联。受单因素分析提示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发

在使用中药注射剂过程中因多种原因而出现微粒叠加现
象。导致微粒增加因素有：注射剂本身微粒较多或药物未完全
溶解及液体配制后放置时间过长；配制后由于溶剂，PH 值等
影响，使某些药物的成分析出；药物间发生物理或化学变化生

生与药物过敏史有关，但多因素分析表明，这种关系可能是
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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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心、肝、肾功能不全情况下发生不良反应情况逐一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女性与男性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不同年龄段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也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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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治疗髋臼骨折术后创伤性关节炎的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traumatic arthritis after acetabulum fracture
operation wit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耿 端 孙永强
（河南省中医院骨伤病诊疗中心，河南 郑州，450003）
中图分类号：R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6-0116-02

【摘 要】 目的：探讨全髋关节置换治疗髋臼骨折术后创伤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及手术假体的选择、内固定物的处理、髋臼
缺损的重建等问题。方法：2010 年 3 月～2012 年 6 月，我院收治髋关节创伤性关节炎 11 例，男 4 例，女 7 例。年龄 35～62 岁，
平均 48.5 岁。砸伤 4 例，摔伤 4 例，碰撞伤 3 例。11 例均为单侧骨折，右侧 6 例，左侧 5 例，均为闭合骨折。按照 Judet-Letoumel1
骨折分类法分后壁骨折 3 例，后柱骨折 3 例，前后柱骨折 l 例，后柱加后壁骨折 2 例，前壁骨折 2 例。其中 1 例合并股骨颈骨折，
2 例合并股骨头中心性脱位。11 例患者均行 THA 治疗。术前 Harris 评分 25～67 分，平均 49.6 分。结果：术后无 1 例发生感染、
翻修、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人工关节无脱位，伤口均Ⅰ期愈合。3 例髋臼缺损植骨者延长不负重下地时间。术后 6 个月、1 年
及 2 年定期随访，6 个月后均能生活自理。术后 4 个月 X 线片检查示患者骨折假体形态及位置良好，无髋臼磨损及假体脱位
未发现假体周围骨溶解及松动，所有患者髋关节功能获得明显改善，疼痛缓解，下肢短缩得到矫正，术后 2 年参照 Harris 评分平
均 94.7 分。结论：全髋关节置换术（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为患者重建一个正常、无痛的
髋关节。瘢痕组织形成、内固定的影响及 2 次手术潜在感染等因素，经常会加大手术的难度。全髋关节置换治疗髋臼骨折术后创
伤性关节炎使患者生活质量较术前明显改善。但由于病例少，随访时短，远期疗效尚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 全髋关节置换；髋臼骨折术后；创伤性关节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otal hip replacement on treating postoperative traumatic arthritis of
acetabulum fracture. Methods: From March 2010 to June 2012 in our hospital, 11 cases of traumatic arthritis of the hip, 4 males and 7
females. Age 35-62 years old, an average of 48.5 years. Injured in 4 cases, 4 cases fall, collision injury in 3 cases. 11 cases were unilateral
fractures, the right side of the 6 cases, 5 cases on the left side, are all closed fract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Judet-Letoumel1 fracture
classification sub-posterior wall fracture in 3 cases, posterior column fracture in 3 cases,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umn fracture l cases,
posterior column and posterior wall fractures in 2 cases, anterior fractures in 2 cases.1 patient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2 patients with
femoral head center dislocation. 11 patients underwent THA treatment. Preoperative Harris hip score 25-67 points, an average of 49.6
points.Results: There was no cases of infection, renovate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the artificial joint dislocation, wound healing Ⅰ. The
acetabular defect bone graft prolonging the absence of weight-bearing ambulation time. After 6 months, 1 year and 2 years of regular
follow-up, after 6 months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4 months after surgery, X-ray examination showed hip function in patients achie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After 2 years, with reference to the Harris score, an average of 94.7 points. Conclusio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a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to rebuild a normal painless hip join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patients, the prostecdtive efficacy still needed further
observation.
【Keywords】 Total hip replacement; Postoperative acetabulum fracture; Traumatic arth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74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 11 例，男 4 例，女 7 例。年龄 35～62 岁，平均

骨折分类法分后壁骨折 3 例，后柱骨折 3 例，前后柱骨折 l 例，
后柱加后壁骨折 2 例，前壁骨折 2 例。其中 1 例合并股骨颈骨
折，2 例合并股骨头中心性脱位。本组 11 例均经过切开复位，

48.5 岁。砸伤 4 例，摔伤 4 例，碰撞伤 3 例。11 例均为单侧骨

术后（1 年 5 个月～4 年 2 个月，平均 3.4 年）
，临床表现为不

折，右侧 6 例，左侧 5 例，均为闭合骨折。按照 Judet-Letoumel1

同程度的关节疼痛、活动受限、行走跛行。THA 术前 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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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25～67 分，平均 49.6 分。X 线片检查：髋关节间隙狭窄

残留骨折间隙填入颗粒骨。③严重缺损，颗粒打压植骨结合钛

或消失，髋臼周围骨赘形成，髋臼、股骨头形态不规则，部分

网、加强环等重建。

区域密度增高。其中 3 例髋臼有缺损，3 例髋关节周围出现异

3.3 手术中处理要点
①内固定物取出会增加手术时间和出血量，甚至引起坐

位骨化，1 例股骨头坏死塌陷。
1.2 治疗方法

骨神经及大血管损伤，尽量不取。严重骨不连、影响操作时

1.2.1 术前准备

可取出。②异位骨化及瘢痕组织可导致周围软组织平衡失

术前行骨盆后前位片及髋关节 judet 位片，髋关节 CT

调，影响关节活动度，尽量切除。③对于骨不连的病例，处

及三维重建，了解骨折分型、骨愈合情况及髋臼缺损范围。

理处理时要将原内固定取出，应用重建钢板，获得对髋臼杯

均采用模板测量 X 线片以评估所选用的假体尺寸大小。本

满意固定。

组 10 例髋臼缘基本完好及股骨近端骨质条件较好，均选用

4

蛇牌生物型人工关节。1 例髋臼缘缺损较大选用德国蛇牌骨
水泥假体。
1.2.2 手术方法
患者于腰硬联合麻醉或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采用健侧卧
位手术。骨盆架固定，取髋关节后外侧切口。切除髋臼后方瘢
痕、异位骨化组织和关节囊，充分显露髋臼和股骨头，松懈周
围软组织，同时仔细保护坐骨神经免受牵拉和压迫。11 例中有
7 例螺钉和钢板未取出，未影响假体值入。3 例髋臼有骨缺损

小

结

髋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是髋臼骨折后期的常见并发症，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假体的选择、内固定物的处理、髋臼缺
损的重建等都是术者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严格掌握手术适应
证、术前的充分计划和术中的精细操作是手术成功与否的关
键。本组 11 例，术后随访，Harris 评分较术前明显提高，生活
质量较术前明显改善。但由于病例少，随访时短，远期疗效尚
待进一步观察。

的患者取截下的股骨头修整植骨，最大程度地重建了髋臼的正
常生物力学结构。术后给予物理治疗，抗感染治疗 5～7d，常
规使用抗凝药物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
2

结

果

术后无 1 例发生感染、翻修、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人
工关节无脱位，伤口均 I 期愈合。术后第 1 天可床上坐起行
被动伸膝、屈髋及外展活动，锻炼股四头肌和外展肌功能，

患者男 56 岁陈旧性髋臼骨折术后创伤性关节术前与术后 X 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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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假体提供稳定支撑，并为再翻修保持骨量。许多病例骨

科杂志(电子版),2009(5):49-52

缺损较多，有些是 PaproskyII 和 III 型的骨缺损。需要进行植

[11]贺侃松,肖力军,陈文贵,等.髋臼骨折后创伤性关节炎全髋关节置换疗效

骨，填充缺损、重建髋臼结构、提高局部骨量，修复髋臼的骨

研究[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1(22):234-236

缺损。因此术前必须备有足够的结构性和颗粒性异体骨。骨缺

[12]顾海伦,杨军,王欢,等.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髋臼骨折术后创伤性关节炎

损植骨应用处理策略为：①周围型骨缺损，单纯结构性植骨。

疗效分析[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09(12):99-101

②涉及髋臼顶或后壁，危机臼杯稳定性，拉力螺钉及钢板固定，

编辑：赵玉娟 编号：EC-12110543（修回：2013-03-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118-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6

浅谈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医研究近况
A review on treating RA in TCM
代洪绪 1 郭春风 2 周亚滨 3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2.中航工业二四二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60；3.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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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医学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疗效显著，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中医对其病因病机及治法取得一定
进展，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挖掘分析。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因病机；治法
【Abstract】 The efficacy of TCM i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is distinct, which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TCM has made some progress in its pathogenesis and conquer,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needing further digging analysis.
【Keywords】 Rheumatoid arthritis;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75
类风湿性关节炎（RA）属于中医“痹证”的范畴，是一

发病的全程，是 RA 的发病关键。唐先平[6]认为瘀血、痰浊不

种以关节滑膜炎为特征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医治

仅为各种原因所致的病理产物，而且又作为病因重新作用于机

疗 RA 具有疗效好，副作用小，方法简便的特点，可更好改善

体，往复循环，而造成痰瘀互结，胶着骨骱，痹阻经络，郁久

患者的生活质量，现将近年中医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辨证治疗

化毒，尤其在 RA 的中晚期尤为明显，是 RA 发病的重要病理

做如下介绍。

机制。

1

1.4 “毒邪”入络中医学之毒有“火、热、炎、温”的特性，

病因病机

RA 发作时关节具有“红、肿、热、痛”等典型特征，应森林[7]

《素问•痹论》中提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等认为 RA 之邪毒可分为内生毒邪与外感邪毒，内生毒邪主要由

的论点。《灵枢•百病始生》：“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

阴虚阳亢、肥甘厚味、失治误治、阴阳失和等原因形成，外感

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
”

邪毒由直接外感风毒或外感郁而化热而成，认为活动期 RA 的

指出其病因病机为正虚加之外邪侵袭的结果。基本可以概括为

关键病机就是热毒蕴结关节，痹阻经络。

正虚为本、邪盛为标、气血瘀滞、筋骨失养。
1.1 正气不足先天不足、后天失养、过逸过劳、脏腑虚损等均

2

由于 RA 发病机制复杂，分型尚无统一标准，但均以“虚、

等可致人体正气亏虚。外邪有机可乘，流注关节，多种病理产
[1]

辨证分型

物痹阻筋脉，而发本病。何永生 认为气机不畅为 RA 发病之

邪、瘀”为基础。于莉[8]认为 RA 应该根据患者发病的缓急，

内因，气滞而正伤，易感外邪，气滞致经脉骨节受阻，不通则

病程的长短辨证，初起为风湿热郁证，因风寒湿热之邪侵袭（可

[2]

，其中分为营卫不和及营卫
痛。张相宏 提出“营卫逆乱理论”

分为热重于湿，湿重于热），活动期多为正虚邪恋型，气血不

邪化、流注，指出营卫之气由原本具有保护功能的正气变成攻

足挟痰、湿、瘀互结。缓解期辨证为肝肾虚损，为久病入络，

[3]

击自身的邪气，营卫逆乱为 RA 发病的根本病机。韩小飞 认

损伤肝肾。游绍勤[9]将 RA 分为 6 型，风寒湿阻型、肾虚寒凝

为肝主筋，通一身血脉，肝血亏虚是其重要内因，肝气不疏是

型、气血亏虚、风湿热淤型、痰瘀互结型、肝肾阴虚型。张金

[4]

关键病理环节，肝郁气滞是主要病机。王燕 认为先天不足，

绪[10]认为早中期 RA 多为风寒湿三邪杂致，多为寒湿型，中期

肾气虚及肾阴阳两虚，机体易受风寒湿邪的侵袭，肾虚是 RA

多为气血痹阻而伤正、晚期多为正虚，外邪流注关节，多为阴

发病的重要原因。

虚型。寇永峰[11]等对 770 例患者分型辨证，依据量表、患者临

1.2 风寒湿邪风为百病之长，其性开泄，穿透力强，一旦人体

床表现将患者分型，结果寒热错杂型 174 例比重最大，认为活

正气虚损，卫外不固，风邪挟寒、湿诸邪侵袭人体，寒主收引，

动期 RA 以寒热错杂型为主，其次为寒湿痹阻型，痰浊痹阻型，

湿性凝滞，三邪流注关节，胶着难化，痹阻筋骨经脉，而发本

脾肾阳虚型。

病，久之郁而化热，而成寒热错杂之证，则更难去之，风寒湿
三气合病为医家公认的 RA 致病原因。
1.3 瘀血、痰浊正虚或外邪均可致淤血痰浊产生，可以说它们
[5]

即是 RA 的病理产物又是其病理环节，王涛 通过分析部分 RA
患者的临床表现，血流影像检查等，提出淤血始终贯穿着 RA

3

中医治疗

3.1 内治法
中医辨证论治疗效确切，副作用小，是中医治疗 RA 的主
要手段。在方药的运用上有学者善用经方，如桂枝芍药知母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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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头汤等。随着对 RA 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自拟方剂
在疗效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药物以补益药、祛风药、清热药、
化湿药、活血化瘀药为主，近年藤类与虫类药物的应用得到关

更多的有效方法，提高 RA 的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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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在 RA 的认识上，各家学说日趋统一，以正气不足，外邪
侵袭共同致病为基本病机，在治疗上，中药煎剂内服与西医治
疗对比优势明显，且在外治法上有许多突破，中药口服配合外
治法临床上可以提高 RA 的疗效，为临床工作提供新思路。但
由于缺少大样本的临床资料以及没有统一的辨证分型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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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0):18
[20]郑勇前.中医外治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分析[J].中医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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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标准，使得药物的临床有效率和安全性依据不足，所以，
我们应该更深的挖掘古今医家经验，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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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基本经验和进展研究
A review on treating diabetes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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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基本经验和进展做以综述。
【关键词】 中医药；糖尿病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rogress and experience of TCM in treating diabetes.
【Keywords】 TCM; Diabet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76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前体，且 C 肽不被肝脏破坏，半衰期较胰岛素明显为长，同时

和习惯导致全球糖尿病发病率逐年攀升，我国糖尿病人数位居

C 肽与胰岛素抗体无交叉反应，不受胰岛素抗体干扰，外源性

世界首位。目前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化学药物按作用机制可分为

胰岛素又不含 C 肽，故 C 肽测定显得更为重要，更能够反映胰

胰岛素、磺脲类（促进胰岛素分泌）、双胍类（增加葡萄糖利

岛 B 细胞功能的情况。研究发现[2]，肾气丸具有降低模型大鼠

用）、噻唑烷二酮类（增强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等。尽管

血糖、血清胰岛素，提高血清中 C 肽含量的作用，因此其作用

可供选择的药物很多，但其亦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对部分患者

机理有可能在于其改善胰岛 B 细胞的作用，对此值得进一步研

疗效不佳以及可引发严重不良反应等。我国传统医学对糖尿病

究。

早有认识，属于“消渴”症的范畴。现如今，中医药防治糖尿

2.2 改善脂代谢紊乱

病也在进行积极研究，中医药在控制高血糖、改善临床症状、

脂代谢紊乱是糖尿病的重要特征，脂代谢紊乱会进一步损

恢复胰岛 D 细胞功能及改善胰岛素抵抗等方面，展示了其独特

伤胰岛细胞功能以及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脂代谢紊乱的调整

的治疗优势。本文就取得的一系列基本经验和进展进行综述。

和纠正对于延缓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进展在治疗糖尿病的重

1

糖尿病的中医病机及治疗原则
[1]

要着力点。有研究发现[3]，中药方剂清润方中剂量组能够降低
糖尿病大鼠的 CHO、LDL-C 水平，升高 HDL-C 水平改善，从

糖尿病的基本病机 是阴虚燥热，阴虚为本，燥热为标，

而改善 T2DM 大鼠的脂代谢紊乱，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循环

二者互为因果，燥热甚则阴愈虚，阴愈虚则燥热愈甚。随着病

中血清 NEFA 的增加实现的。另有研究发现[4]，中药方剂滋脾

情的进展，可出现阴虚热胜、气阴两虚、阴阳两虚、血瘀脉络、

降糖方可以减轻瘦素抵抗，通过逆转“脂肪——瘦素——胰岛

湿热困脾等多种症型。糖尿病的临床表现和多种并发症与

素轴”反馈机制的异常情况，从而改善脂代谢紊乱，这一角度

“虚”
、
“瘀”密切相关，譬如：肾阴不足，肝失濡养，目无所

也可以作为治疗脂代谢紊乱的着力点，进而治疗糖尿病。

养，可导致目干目涩，视物昏花，甚至失明；气阴不足、瘀血

2.3 抗氧化作用

阻络、经络失养、外染湿浊、邪毒伤及肌肤筋脉关节。现代中

高血糖引起的氧化应激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重要的共同

医依据不同的症型特点，辨证施之，在治疗中不断总结经验，

机制，引起组织损伤，进而引起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

强调清热润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滋阴补阳，

性视网膜病、糖尿病足变等各类并发症，抗氧化作用近年来日

在控制高血糖、改善临床症状、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等

益成为糖尿病治疗的重要靶点和研究重点。研究发现，金匮肾

严重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方面，体现了良好的治疗效

气丸具有抗过氧化损伤的作用，能够改善糖尿病大鼠多元醇代

果。

谢，可能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有一定的作用。

2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研究进展

2.4 防治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常见且危害极大地并发症，是糖尿病

运用现代科研技术，研究发现相当数量的单味中药，比如

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保护肾脏功能是治疗糖尿病的重

大黄、五味子等以及中药复方，比如石斛合剂、脉复生合剂等

要目标和作用靶点。研究发现[5] ，经祛痰通络汤治疗后，24h

均有降糖、防治并发症的切实效果，为进一步落实中医药防治

尿蛋白定量下降，病理改变减轻，nephrin 蛋白表达增加，对

糖尿病的相关机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现总结如下。

DN 大鼠具有一定的肾脏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恢复肾组织

2.1 改善胰岛 B 细胞功能缺陷

“三芪口服液”
足细胞 nephrin 蛋白表达有关。另有研究发现[6]，

胰岛 B 细胞，是胰岛细胞的一种，能分泌胰岛素，起到调

明显阻断肾小球系膜细胞 MAPKs 通路中 ERK 通路，对炎症及

节血糖的作用。胰岛 B 细胞的功能直接影响血糖和糖尿病的进

细胞因子网络进行调控是其主要的作用机制，可减轻实验性

展。C 肽是胰岛 B 细胞的分泌产物，它与胰岛素有一个共同的

DN 模型大鼠蛋白尿及肾脏损害，发挥肾脏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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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A research review of pharmacological fun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in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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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参具有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之功，自古就是治病救人之要药。现阶段对人参的研究更是细致入微，
研究发现其有效成份对人体各大系统均具有较为深刻之影响，本文就其药理活性及临床作用进行归纳论述，以希有利于临床。
【关键词】 人参；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Abstract】 Ginseng has the power of nourishing five internal organs, calming nerves, soul set and checking fright. Since ancient
times, ginseng is a herb of treating and salving patients. At present, study on ginseng is more nuanced, the effective ingredients of ginseng
have a great effect on the major systems of the human bodies. This paper generalizes and discusses i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and clinical
effects, hop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Ginseng; Pharmacological act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6.077
人参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 C.A.Mey）

再灌注时的心肌损伤作用。

的根，《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性温，味甘、微苦，能“补

1.2 对消化及肝肾系统作用

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现代研究表明，人参

人参对神经-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有一定影响，具有明显

药材中已经分离鉴定 40 余种人参皂苷单体，其次还含有人参

的抗应激作用。人参无性激素样作用，而能促进垂体分泌促性

多糖、氨基酸、蛋白质、酶类、多肽、人参挥发油、人参二醇、

腺激素，加速性成熟。同时人参还具有降血糖的作用，人参乙

人参三醇、植物硫酸、植物甾醇、胆碱、麦芽糖、葡萄糖、蔗

醇提取物对四氧嘧啶引起的实验动物高血糖有降血人参二醇

糖、果胶、维生素 A、B1、B2 和 C……。其中主要有效成分

对梗阻性黄疸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人参皂苷低剂量对慢

为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因此人参生物活性广泛，药理作用独

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实验证明人参皂苷中高剂量明显

特。现对其药理活性及临床作用进行归纳论述，以利于我们今

减轻肝组织胶原的沉积，改善肝纤维化程度，具有抗肝纤维化

后更好的开展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

作用。人参提取物可以改善肾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参皂苷

1

人参的药理作用

1.1 对心血管系统作用
不同人参提取物及制剂可以显著降低麻醉犬的血压、减慢

能强烈地抑制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具有保护肾近端小管的功
能。近年来，由于药物治疗和检查副作用引起的肾功能损害呈
上升趋势，而人参皂苷对不同类型肾脏细胞有多重活性，配合
抗生素和抗肿瘤药物使用，可降低药物引起的对肾脏的不良反

心率、明显减少心肌耗氧量。人参皂苷可以显著降低血清 Tch

应。

和 TG 含量，可以影响血浆皮质醇含量，从而影响血压的高低。

1.3 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人参皂苷可以显著提高氧自由基的量，从而可以缓解心肌缺血

人参能加强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过程，使兴奋和抑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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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衡，使紊乱的神经得以恢复。人参皂苷 Rb 类有中枢镇静

此外，人参还有提高视力及增强视觉暗适应的作用。人参还可

作用，Rg 类有中枢兴奋作用。人参皂苷小剂量主要表现为中

以治疗抑郁型和无力型精神病，无论病因如何均有治疗效果。

枢兴奋作用，大剂量则转化为抑制作用。人参能够对抗疲劳，

2.4 抗肿瘤

提高思维活动和体力劳动效率，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大脑功能，

人参对特定肿瘤细胞有敏感性，可以合并应用药物直接或

对智力、记忆力减退及思维迟钝有兴奋作用。

辅助机体自身对抗肿瘤细胞的分化、增殖。从而起到杀死肿瘤

1.4 抗肿瘤作用

细胞作用。已成为肿瘤治疗中的热点药物。

人参制剂可改善人机体内细胞 DNA 代谢，而不增加肿瘤

2.5 抗氧化

组织的代谢，有利于机体增强免疫监视功能，抑制癌瘤细胞的

人参中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人参皂苷、人参聚乙炔类化

核酸代谢及“封闭抗体”的形成。人参皂苷促进肿瘤细胞的凋

合物和人参二醇皂苷等。这些化合物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是

亡、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对化疗药物的增敏作用、提高机体抗

抗衰老作用的基础。此外，人参还具有抗病毒、抗休克、减肥

肿瘤免疫力、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的

等多方面的作用。

其它作用。人参皂苷可抑制黑色素瘤的生长，其机制可能是通
过抑制肿瘤内血管生成及阻止肿瘤细胞进入分裂期而发挥作
用的。一定浓度的人参皂苷能有效抑制人的癌细胞株的生长，

3

中药人参的使用注意事项
人参药理作用广泛，作用独特，但应用不当会造成严重不

对人喉癌细胞株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良后果。如：①人参对中枢神经兴奋作用，会使大脑皮层兴奋

1.5 对免疫系统作用

与抑制平衡失调，引起中枢神经兴奋和刺激症状，可使睡眠障

人参能促进健康人淋巴母细胞的转化，其中人参皂苷 Rg1

碍者加重病情，凡失眠及神经衰弱、癔病、狂躁症、精神分裂

能促进体外活化的人类淋巴细胞有丝分裂，但不能促进休止

症患者，不宜服用人参，人参皂苷大剂量服用能抑制中枢神经

（G0）期淋巴细胞的有丝分裂，人参皂苷的体内应用能提高 T、

系统，婴幼儿、老年人不宜大剂量服用。②人参有促进红细胞

B 淋巴细胞对分裂原的反应，其机制可能是作用于淋巴细胞的

生长的作用，红细胞增多会使血液黏稠度增高。人参有扩张冠

分化成熟过程。人参皂苷对低剂量抗原免疫后的一次抗体反应

状动脉、脑血管、眼底血管的作用，可引起血压升高，血压升

有明显增强效应，对高剂量抗原免疫后的一次抗体反应几无作

高会增加脑血管和眼底血管出血的危险性，或发生高血压危

用，表明人参皂苷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象，故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患者慎服此药。③人参治疗

1.6 适应原作用

糖尿病虽然有许多益处。但人参性温，适用寒证，人参只能作

人参的药理活性常因机体功能状态不同呈现双向作用。如

为糖尿病的辅助性治疗，故糖尿病患者应在医师和药师指导下

既能使低血压或休克状态的血压升高，又可使高血压恢复正

服用人参，依据病情选择最佳治疗方案。④人参有抗利尿作用，

常；既能阻止 ACTH 引起的肾上腺肥大，又可阻止可的松引起

肾功能不全或者有浮肿的患者不宜服用，痛风患者体液和体内

的肾上腺萎缩。能增强机体对各种不良刺激如高温、低温、发

尿酸浓度较高，人参进入体内与之相遇后，有效成分被尿酸破

热、缺氧等物理性，毒物、抗癌剂等化学性，异本血清、细菌、

坏而失去作用，故痛风患者不宜使用人参。⑤人参能保护胃肠

移植肿瘤等生物性的非特异性抵抗力，提高机体适应性，促进

部的幽门螺旋杆菌，增加胃病发病率和胆道结石发病率，所以

病理过程恢复正常。

胃肠和结石患者应慎用。⑥人参是滋补强壮药物，对于儿童、

2

人参的临床应用

2.1 治疗心血管疾病

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还没有可靠的研究数据表明其安全性，
因此不建议此人群使用人参及其制剂。⑦人参忌与抗凝剂、强
心苷、镇静剂、类固醇等药物同时服用，人参与这些药物易产

人参对高血压病、心肌营养不良、冠状动脉硬化、心绞痛

生拮抗或协同作用；人参有稀释血液的功能，故与贫血药合用

等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可以减轻各种症状。小剂量能升高血

易使病情恶化；人参不宜与维生素；烟酸、谷氨酸、胃酶合剂

压，大剂量能降低血压。

等酸性药物联用，可使上述药物分解，药效降低；阿司匹林对

2.2 治疗胃和肝脏疾病

胃黏膜有刺激作用，不宜与人参同时服用。⑧人参服用后忌吃

人参对慢性胃炎伴有胃酸缺乏、胃酸过低，服用后可使胃
容纳增加，症状减轻或消失，但对胃液分泌及胃液酸度无明显
影响。急性传染性肝炎患者，在一定的治疗条件下，服用人参
对防止转化为慢性肝炎有一定的意义。治疗糖尿病人参能改变

萝卜、绿豆和各种海味，人参忌用强碱性食物如葡萄、茶叶、
葡萄酒、海带芽、海带等，以免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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