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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中医理论溯源
Tracing to the source of the TCM theory of ac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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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代不同，痤疮名称有别。唐宋以前一般称之为“粉刺”、“面皰”、“面皶疱”、“面粉渣”、“皰疮”等；
明代以后称“酒刺”、“粉花疮”、“肺风粉刺”。俗称“壮疙瘩”、“青春痘”、“粉刺”、“暗疮”等。早在两千多年前的
《内经》中就有关于“痤”的记载，以后晋、隋、唐、明、清代医家对此均有论述。枇杷清肺饮是至今临床常用的治疗痤疮的古
代良方，值得提出的是，不少文章认为“枇杷清肺饮”出自清•吴谦《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肺风粉刺》，但从时间顺序上看，
清•祁坤《外科大成》（刊于 1665 年）载此方在先，而《医宗金鉴》（刊于 1742 年）载此方在后，且二者药味、剂量完全相同，
推论该方当为吴谦借用祁坤之方。
【关键词】 痤疮；中医；溯源
【Abstract】 The name of Acne is different in diverse dynasties. It generally referred to “acne”, “pimple”, “comedo”, “acne on the
face”, “pemphigus foliapeas” befor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it was called as “whelk”, “acne suffered by females” and “acne vulgaris”
after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commonly known as “comedo”, “whelk”, “pimple” and “acne” etc.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 acne was
recorded in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and physicians of the Jin, Sui, Ta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discussed it in their writings.
Clearing away the lung-heat with the loquat is an excellent ancient recipe so far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 acne treatmen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loquat can clear away the lung-heat” stems from Golden Mirror of Medicine • WaiKe XinFa YaoJue • acne vulgaris
wrote by Wu Qian of the Qing Dynasty in many articles. However, from the point of time order, Waike Dacheng (published in 1665) by Qi
Kun of the Qing Dynasty recorded this prescription early, while Golden Mirror of Medicine (published in 1742) recorded it lately. Besides,
the smell and dose of the two prescriptions are same, therefore, we can infer that Wu Qian quoted the prescription from Qi Kun.
【Keywords】 Acne; TCM; Traceabil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01
痤疮属中医“肺风粉刺”范畴。时代不同，名称有别。
唐宋以前一般称之为“粉刺”
、
“面皰”
、
“面皶疱”
、
“面粉

唐•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及宋•王怀隐等
奉敕编纂《太平圣惠方》等中医名著，收集了许多内服、外用

渣”
、
“皰疮”等；明代以后称“酒刺”
、
“粉花疮”、
“肺风粉刺”
。
俗称“壮疙瘩”
、
“青春痘”
、
“粉刺”
、
“暗疮”等。

的方剂和单验方，为后世治疗本病积累了宝贵经验。
明•龚延贤《万病回春》
（撰于公元 1587 年）亦有“肺风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中就
有关于“痤”的记载，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
“汗出见湿，

粉刺，上焦火热也”，指出该病病位在上焦，病性为热。制粉
刺方，枯矾 30g，生硫磺、白附子各 6g 组成，上药共为细末，

乃生痤疿”
，
“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
。唐•王冰在《黄
帝内经素问》注释中云：“皶刺长于皮中，形如米，或如针，

唾液调匀备用。外用，敷粉刺，临晚上药，次早洗去。现该方
已少用。

久者上黑，长一分，余色白黄，而瘦于（疑为“痤”字）玄府
中，俗曰粉刺”，解表已，玄府谓汗空也。痤，谓色赤，脂愤

明•申斗恒《外科启玄》
（刊于 1604 年）中记载：
“肺风刺
渣鼻疮，鼻乃肺之窍，肺气不清，受风而生，或冷水洗面，以

内蕴血脓，形小而大，如酸刺枣，或如按（
“疑豌”
）豆，此皆
阳气内郁所为，待耎而攻之，大甚出之。”指出了该病病位在

致血热凝结于面所致，宜清肺消风活血药治之，外上搽药消
之。
”又曰：
“妇女面生窠瘘作痒，名曰粉花疮。乃肺受风热或

皮之“玄府”
（玄府即汗孔）
，初步认识到该病与“汗”和“风”
有关，且对痤疮的形态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明•张介宾注曰：
“形

纹面感风，致生粉刺，盖受湿热也。”提出肺风粉刺乃血热或
肺受风热凝结于面所致，治疗当以清肺消风活血为法，并提出

劳汗出，坐卧当风，寒气薄之，液凝为皶，即为粉刺也。若郁
而稍大，乃成小疖，是名曰痤。”指明“粉刺”郁而成疖则为

外治法。
明•陈实功《外科正宗•肺风粉刺酒渣鼻》
（成书于 1617 年）

痤。以后历代不断有所发展，论述众多。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曰：“年少气充，面生皰疮”，认

曰：
“肺风、粉刺、酒渣鼻三名同种。粉刺属肺、酒渣鼻属脾，
总皆血热郁滞不散所致，又有好饮者，胃中糟粕之味，熏蒸肺

识到本病好发于“年少”者之面部，指出了该病的好发年龄和
发病部位。

脏而成。经所谓有诸内、形诸外。……内服枇杷叶丸，黄芩清
肺饮”
，指出了痤疮病位在肺，并提出了具体的治疗方药。枇杷

南北朝《刘涓子鬼遗方》为我国第一部外科专著。创制木
兰膏，以之“敷疱上，日三”外用治疗“面齇疱”，即面部痤

叶丸由枇杷叶（去毛刺）八两、黄芩（酒炒）四两、甘草一两、
天花粉四两组成。黄芩清肺饮由川芎、当归、赤芍、防风、生

疮及酒齄鼻。
隋•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面皰候》中谓：“面皰者，谓

地、干葛、天花粉、连翘、红花各一钱，黄芩二钱、薄荷五分。
清•祁坤《外科大成》
（刊于 1665 年）
：
“肺风酒刺……由

面上有风，热气生皰，头如米大，亦如谷大，白色者是也”，
亦认为“面皰”与“风”
、
“热”有关。

肺经血热郁滞不行而生酒刺也，宜枇杷清肺饮，或用荷叶煮糊
为丸，白滚水服；外用白矾末酒化涂之。”枇杷清肺饮由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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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2 钱、桑白皮（鲜者更佳）2 钱、黄连 1 钱、黄柏 1 钱、人
参 3 分、甘草 3 分组成，至今临床常用。

气血论：与血分关系密切；病变部位多发于颜面皮肤之玄府；
对临床表现的描述也越来越全面：
“长于皮中”、
“形如米”
（应

清•陈士铎《洞天奥旨•粉花疮》
（又名《外科秘录》
，刊于
1694 年）曰：
“粉花疮生于人面，窠瘘生痒，乃肺受风热也。

为小米）
、
“久者上黑”、
“起碎疙瘩，形如黍屑，色赤肿痛，破
出白粉汁”；好发年龄为青少年，等等。形成了较完整的理、

此疮妇女居多，盖纹面感冒寒风，以致血热不活，遂生粉刺，
湿热两停也。
”

法、方、药体系。这些论述为我们今天对痤疮进行辨证辨病论
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尤其是古人创制的枇杷清肺饮和外用药颠

清•吴谦《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肺风粉刺》
（刊于 1742
年）歌诀曰：“肺风粉刺肺经热，面鼻疙瘩赤肿痛，破出粉汁

倒散，至今临床仍在应用，每收效验。
值得提出的是，不少文章认为“枇杷清肺饮”出自《医宗

或结屑，枇杷颠倒自收功。
”并进一步注解到：
“此证由肺经血
热而成。每发于面鼻，起碎疙瘩，形如黍屑，色赤肿痛，破出

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肺风粉刺》
，但从时间顺序上看，清•祁坤
《外科大成》
（刊于 1665 年）载此方在先，而《医宗金鉴》
（刊

白粉汁。日久皆成白屑，形如黍米白屑。宜内服枇杷清肺饮，
外用颠倒散，缓缓自收功也。”认为“肺经血热”是发病的主

于 1742 年）载此方在后，且二者药味、剂量完全相同，推论
当为吴谦借用祁坤之方的可能性为大。

要原因，提出宜内外合治，并认识到治疗难以取速效，宜“缓
缓收功”。颠倒散由大黄、硫磺各等分，研细末，共合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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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疗效研究
Clinical efficacy research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黄伟明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广东 深圳，518001）
中图分类号：R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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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对中西结合疗法治疗心绞痛的效果进行研究，以便有效治疗心绞痛型冠心病。方法：采用西药为对照组

40 例进行治疗，治疗的药物包括辛伐他汀、阿司匹林肠溶片、依那普利、莫诺确特以及硝酸甘油。采用中西结合疗法治疗观察组
的 40 例患者，在服用西药的基础上，另外加服活血通心汤剂。结果：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85.00%，而观察组治疗的总有效
率是 97.50%；经过统计检验，发现 P<0.05，即两组的治疗效果存在显著差异。结论：在治疗心绞痛型冠心病方面，中医与西医相
结合，可以有效避免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并能够保证获得确切疗效。
【关键词】 心绞痛；冠心病；中医；西医；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ith Huoxue Tongxin decoc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ed
group was 85.00% and 97.50%,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little adverse reaction.
【Keywords】 Stenocardia;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CM; Modern medicin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02
心绞痛型冠心病是一种临床常见疾病，现代医学研究证

低[1]。要达到以上治疗目的，则应对当前的治疗方法进行针对

明，要使相关症状得到有效缓解，则治疗的关键在于预防动脉

性的完善。本文应用中西结合疗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疗

硬化，并使冠脉当中的血流量得以增加以及使心肌氧耗得以降

效显著，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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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血流速度以及血流量；同时可以使血管当中的血流阻力得以
降低，并缓解临床症状。而辛伐他汀则不仅可以使心肌缺氧以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文研究的患者共 80 例，均来源于我院在 2010 年 1 月～
2012 年 6 月收治的患者；男 51 例，女 29 例；年龄在 45～82
岁之间，80 例平均为 59.8 岁；21 例的心绞痛为不稳定型，其
余 59 例为稳定型；病程最短为 5 个月，最长为 17 年，平均为
6.4 年。以上 80 例患者均符合相关诊断标准，并已经确诊为冠
心病心绞痛；采用随机的方法把 80 例分成两组，即对照组以
及观察组，两组例数均为 40 例，此外两组患者的病程与性别
以及年龄等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进行对比观察。
1.2 方法
采用西药为对照组 40 例进行治疗，治疗的药物包括辛伐
他汀（服用 1 次/d，25mg/次）、阿司匹林肠溶片（晚上服用 1
次/d，15mg/次）
、依那普利（服用 2 次/d，25mg/次）
、莫诺确
特（服用 2 次/d，25mg/次）
，如病情较为危急，则临时服用硝
酸甘油。采用中西结合疗法治疗观察组的 40 例患者，在服用
西药的基础上，另外加服自拟活血通心汤；该中药汤剂的组方
如下：甘草 5g，红花 15g，赤芍 10g，丹参 25g，黄芪 30g，柴
胡与桂枝各 10g，川芎、党参、当归及生地黄各 15g，采用水
煎服的方法，服用 1 剂/d，早、晚各服用 1 次；治疗 28d 后，
观察两组的疗效。
本文所用的疗效评判标准如下：如治疗 28d 后，心电图与
临床相关症状没有出现明显改善以及病情加重，即为无效；如
心电图当中的 ST-T 段出现了部分改善，心绞痛的症状减轻，
即为有效；如心电图无异常情况，且心绞痛的症状基本消失以
及完全消失，即为显效。分析两组数据的方法为统计分析，分
析软件为 SPSS20.0，组间差异的检验方法为 t 检验，当虚拟值
P<0.05 时，说明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

果

经过28d的治疗之后，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疗效情况如下表。
表 1 对照组与观察组治疗效果
组别

n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6

12

22

85.00

观察组

40

1

2

37

97.50

注：经过统计检验，发现 P<0.05，即两组的治疗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3

讨

论

在常见的心血管病当中，心绞痛型冠心病的发病率较高，
引起该病的原因主要是冠状动脉的供血功能出现障碍，进而致

及缺血状况得到改善，同时还可以对血脂水平进行调节，因此
可以减少心绞痛出现的概率；阿司匹林肠溶片则能够发挥出预
防动脉血栓出现的功效；依那普利能够使心肌氧耗与心脏负荷
得以减少。所以以上西药配合使用，对于心绞痛疾病的治疗是
极为有利的。
在中医理论中，心绞痛型冠心病为“胸痹”的一种，心为
病位，虚实相互夹杂及本虚标实为病理征象；心气若为虚弱，
则血运便会无力，如无力及虚弱更甚，则终为心络瘀阻，由此
而病发[4]。要在益气补虚的基础上，实现活血化瘀，并达到益
气活血及通络止痛之功效，才能有效治愈心绞痛。本研究所采
用的中药方剂为自拟活血通心汤，方剂当中的黄芪具有补益心
气之功效；当心气得以补益，血行畅通，不再瘀滞。目前，药
理学已经发现，黄芪不仅能够使心率得以减慢，还能够使动脉
当中的血流速度得以加快以及使心肌收缩功能得以增强，从而
发挥出平衡免疫力与血氧调节作用。川芎与丹参及赤芍均能够
起到活血化瘀之功，柴胡则可以有效疏肝解郁，实现化解气滞
之功；桂枝善通胸阳，不但可以入营血，还能够辛散温通；同
样以上药物的药理学均已经得到了证明，丹参以及川芎可以使
动脉血管得以扩张，并能够有效阻止血小板出现不断聚集的现
象，从而能够避免血管当中形成血栓；赤芍能够使心肌收缩的
振幅得以增加，从而使其射血量变大，起到改善心肌缺血缺氧
耐受能力的作用[5]。以上诸药合用，能补气扶正及行气止痛，
从而缓解和治愈胸痹心痛。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在对心绞痛型
冠心病进行治疗时，西药虽然能够即时获得确切疗效，但是可
能导致一些副作用，例如阿司匹林会导致胃肠道出现不适症
状，而硝酸脂类药物则会产生头痛反应，这些都会影响到患者
对于药物治疗的依从性。所以，结合中西两种疗法，不仅能够
保证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而且能够避免大量应用西药，可以
有效避免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在本研究当中，运用中西结合疗法治疗了观察组的 40 例
患者，仅是运用西药治疗为对照组当中的 40 例患者进行治疗；
结果证明，中西结合的疗效明显优于西医疗效，经过统计检验，
发现 P<0.05，即两组的治疗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治疗
心绞痛型冠心病方面，中医与西医相结合，能够保证获得确切
疗效；笔者建议，为了有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则应在临
床中推广运用中西相互结合的治疗手段。
参考文献：
[1]胡延芳,梁丽,何静,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60 例临床观察——

使心肌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供应以及血流供应，从而引起病
理改变[2]。具体而言，就是指因机体脂质代谢功能出现异常，

附西药对照 30 例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0,27(31):731-732

致使冠状动脉出现硬化现象；当血管中沉积大量脂质时，就会
出现痉挛以及管腔狭窄现象；如硬化情况就会严重，则有可能

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31(10):1037-1038

导致一过性血栓的出现。另外，当血脂不断升高时，血液黏度
也会随之增高，进而导致冠状动脉的供血功能出现障碍，从而

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0,25(16):654-655

引发心绞痛。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要使心绞痛得到有效治疗，
则根本性的治疗原则为使血液黏度、血脂得以降低，溶解血栓

60 例[J].中医研究,2012,15(27):539-540

以及防止动脉血栓出现[3]。
在本文中，治疗患者的西药莫诺确特能够有效缓解病情，

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26(12):2901-2902

该药物的作用机制如下：使冠状动脉得到有效扩张，进而增大

[2]王幼,许兰英,雒陈,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56 例临床观察[J].现

[3]陈振飞.参麦注射液联合口服鲁南欣康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观

[4]程运友,朱秋灵,杨进玉,等.冠心康胶囊联合西药治疗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

[5]王师菡,胡元会,王阶,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回顾性分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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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煎合丹参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liver fibrosi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with
Yiguan decoction united Salvia
林 辉 1 颜志利 2
（1.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株洲，412012；2.郴州市中医院，湖南 郴州，4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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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一贯煎合丹参在阿德福韦酯抗病毒基础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疗效。方法：将 108 例慢性乙
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在阿德福韦酯抗病毒治疗基础上随机分为三组：一贯煎组、阿德福韦酯组和一贯煎合丹参组，治疗前后分别
进行肝功能、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及 HBVDNA 阴转率检测。结果：治疗 1 年后，①三组患者肝功能、肝纤维化指标均有不同程
度的好转；②一贯煎合丹参组 ALT 降低和 Alb 升高幅度、HBVDNA 阴转率、肝纤维化指标的改善与其他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P<0.05）
。结论：在阿德福韦酯抗病毒基础上一贯煎联合丹参治疗慢性乙肝肝纤维化疗效更好。
【关键词】 一贯煎；丹参；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ibrosis with Yiguan decoction united Salvia based on
anti-virus Adefovir dipivoxil therapy. Methods: 108 cas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ibrosis based on adefovir dipivoxil antiviral therap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Yiguan decoction group, adefovir dipivoxil group and Yiguan decoction united salvia group,
detecting liver function, serological markers of liver fibrosis and HBVDNA negative rat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1 year
of treatment: I. liver function, liver fibrosis markers has various degrees of improvement in the three groups. II. the improvement of
HBVDNA negative rate and liver fibrosis markers, the changes of ALT decreased and Alb increased which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of the Yiguan decoction united salvia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anti-virus adefovir
dipivoxil, Yiguanjian united Salvia has a better efficacy o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ibrosis.
【Keywords】 Yiguan decoction; Salvia; 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ibro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03
一贯煎出自《续名医类案》，前期临床研究证实该方与阿

1.2 治疗方法

[1]

德福韦酯联合能够显著提高临床疗效 。丹参目前被普遍认为

西药组：口服阿德福韦酯片（天津药物研究院药业有限责

具有较好的抗肝纤维化作用，为探讨一贯煎与丹参在慢性乙肝

任公司）10mg/次，1 次/d，服用 1 年；其他两组在西药组治疗

肝纤维化的治疗中是否具有叠加疗效，本研究采用一贯煎联合

基础之上，给予相应中药治疗；一贯煎组：口服一贯煎（药物

丹参在西医抗病毒治疗基础之上分组比较治疗效果，现报道如

组成：生地、沙参、枸杞、麦冬、当归、川楝，由本院药剂科

下。
1

资料与方法

制成袋装剂，l 袋/d，服用 1 年；联合丹参组：在一贯煎组药物
中加入丹参，药物煎煮制作同一贯煎组，1 袋/d，服用 1 年。
1.3 观察指标

1.1 一般资料
所有 108 例病例均为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在湖南省

患者治疗 6 个月、1 年时进行随访，主要观察指标包括：
①肝功能生化指标：ALT、Alb，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郴州市中医院就诊的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诊断符合

。HBVDNA 阴性：
②病毒学指标：HBVDNA 定量（PCR 法）

2000 年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2]，排

HBVDNA<1×103copies/ml；③血清肝纤维化指标：HA、LN、

除孕产妇、哺乳期妇女和精神病患者，以及合并心血管、肾脏

PCIII、IV-C（放射免疫法）
。

及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半年内接受过抗肝纤维化或抗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采用 t

病毒药物治疗的患者。病例按就诊先后顺序随机分为三组：一
贯煎组（以下简称一贯煎组）35 例，男 22 例，女 13 例，年龄
19～54 岁，平均（33±7.5）岁；一贯煎合丹参组（以下简称

检验。
结

果

联合丹参组）36 例，男 24 例，女 12 例，年龄 20～56 岁，平

2

均（34±7.4）岁；阿德福韦酯组（以下简称西药组）37 例，

2.1 治疗前后三组患者肝功能的变化

男 23 例，女 14 例，年龄 19～58 岁，平均（34±8.1）岁；治

三组患者治疗后的 ALT、Alb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疗前三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肝功能及 HBVDNA 等临

三组疗效联合丹参组>一贯煎组>西药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床资料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P<0.05）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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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变化的比较（ x ± s ）
组别

n

一贯煎组

35

联合丹参组

ALT（U/L）

36

西药组

37
△

Alb（g/L）

治疗前

266.4±52.3

治疗后

44.2±4.7

治疗前

272.3±48.2

治疗后

28.3±5.2

治疗前

269.8±49.7

28.9±5.2

治疗后

55.6±6.4

36.6±4.1

28.2±3.9

※

39.1±4.4
29.5±5.7

△

45.8±4.8

*

注：与一贯煎组比较 P<0.05；与西药组比较 P<0.05。

2.2 治疗前后三组患者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的变化
三组患者治疗后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三组疗效联合丹参组>一贯煎组>西药组（P<0.05）
。结果见表 2。

表 2 治疗前后三组患者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变化的比较（ x ± s ，ng/ml）
组别

n

一贯煎组

5

联合丹参组

HA

6

西药组

37

LN

PCIII

治疗前

189.2±33.5

193.5±29.6

治疗后

155.4±30.2*

148.2±30.4

※

IV-C

132.1±22.4

146.8±19.2

108.3±20.8*

119.9±25.3*

治疗前

191.3±35.6

治疗后

98.3±22.1

治疗前

185.8±39.2

188.4±30.2

129.3±28.1

143.5±28.2

治疗后

159.4±30.6

150.3±29.6

110.5±21.4

125.4±26.5

△

△

195.2±32.3
87.8±20.4

△

131.6±29.6
59.3±11.7

149.2±24.1

△

60.6±20.3

△

*

注：与一贯煎组比较 P<0.05；与西药组比较 P<0.05。

2.3 三组患者治疗后 HBVDNA 阴转率的比较
治疗 6 个月、1 年后，联合丹参组 HBVDNA 阴转率与一

药组和一贯煎组之间 HBVDNA 阴转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P>0.05）
。见表 3。

贯煎组、西药组和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而西
表 3 三组患者治疗后 HBVDNA 阴转率的比较（n，%）
组别

n

治疗6个月HBVDNA阴转率

一贯煎组

35

8

联合丹参组

36

15

37

9

西药组

治疗1年后 HBVDNA阴转率
20

△

25

△

19

△

注：与一贯煎组及西药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在我国慢性乙肝是导致肝硬化、肝癌的主要病因，肝纤维
化是慢性乙肝转变为肝硬化的必经阶段，因该阶段的可逆性而
具有非常重要的治疗价值。慢性乙肝肝纤维化是在乙肝病毒的
反复刺激下肝细胞发生坏死或炎症刺激时肝内纤维结缔组织
异常增生的病理过程，祛除病因的抗病毒治疗已经成为临床共
识。本研究显示单纯使用阿德福韦酯能明显抑制 HBVDNA 的
复制，并能显著改善肝功能与减轻肝纤维化。
一贯煎主要用于阴虚肝郁所致的胁肋疼痛不适。前期临床
研究发现一贯煎与阿德福韦酯联合应用能显著提高单用一贯

的作用[4]。中药的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机制对于肝纤维化这种病
理复杂的疾病能够发挥综合优势，本研究显示在阿德福韦酯抗
病毒治疗基础之上联合一贯煎与丹参能够显著提高疗效，说明
一贯煎与丹参在慢性乙肝肝纤维化治疗中具有良好的叠加作
用。在中医理论上乙肝病毒属湿热邪气，久稽易伤阴液，乙肝
病程绵长，久病必瘀，气血不畅，药力难达病所。本研究利用
阿德福韦酯抗病毒清除湿热邪气，一贯煎滋阴疏肝、养肝护肝，
丹参活血行气，使药达病所，三环相扣能显著提高慢性乙肝肝
纤维化的疗效，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2]

煎或阿德福韦酯的临床疗效 。
实验研究显示一贯煎对于 CCL4
所致早期肝纤维化动物模型的肝损伤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3]，

[1]颜志利,林辉,等.一贯煎联合阿德福韦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临

提示该方提高阿德福韦酯的疗效可能与肝细胞保护作用有关。
对于慢性乙肝肝纤维化的治疗，抗病毒、保护肝细胞与抗肝纤

[2]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和肝病学分会.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J].

维化是关键。肝星状细胞的活化增殖，基质沉降增多等因素是
促进肝纤维化的重要因素。丹参在《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
药性微寒，味苦、无毒，具有化瘀止痛、活血调经、养心除烦
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丹参具有清除氧自由基抗脂质过氧
化，保护肝细胞，显著的抑制肝星状细胞增殖与促进其凋亡，
抑制胶原的合成，同时可促进胶原的降解，对胶原代谢有直接

床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9(6):115-116
中华肝脏病杂志,2000,8(6):324-329
[3]林辉.一贯煎在不同阶段对 CCl4 慢性肝损伤动物模型的影响[J].中医临床
研究,2012,4(1):6-7
[4]孙瑞芳,刘立新,等.丹参及其单体治疗肝纤维化的研究进展[J].中国药物
与临床,2009,9(2):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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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儿宁颗粒联合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急性呼吸道
感染的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nfantil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with
Xiyanping injection and An’erning granula
王金增
（菏泽市立医院，山东 菏泽，274000）
中图分类号：R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06-02

【摘 要】 目的：观察研究安儿宁颗粒在治疗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中的价值。方法：将 158 例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治疗组 79 例，在使用了喜炎平注射液基础上加用安儿宁颗粒；对照组 79 例，只使用喜炎平注射液。然后观察两组患
儿的发热、咳嗽、流涕、喷嚏、咽痛等几方面的变化。结果：治疗组患儿的发热、咳嗽、流涕、喷嚏、咽痛症状明显好于对照组，
尤其他们的发热消失的更快。结论：安儿宁颗粒联合喜炎平注射液在治疗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效果非常肯定，尤其在缓解发热
上十分有效。所以，安儿宁颗粒在治疗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中值得常规使用。
【关键词】 安儿宁颗粒；喜炎平注射液；疗效观察；呼吸道感染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study the value of An’erning granula on infantil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Methods: 158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79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Xiyanp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An’erning granula,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nly Xiyanping injection. Results: The symptoms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fever, cough,snivel,sneeze,puff and blow, especially with a
faster disappearance of fever. Conclusion: Xiyanp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An’erning granula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 on treating
infantil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An’erning granula; Xiyanping injection; Efficacy observation;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04
急性呼吸道感染疾病在成人与小儿中是一种常见病，多发

人工牛黄，岩白菜、甘草、高山辣根菜、短管兔耳草，蔗糖等

病，尤其是在小儿中特别明显，它的危害并不轻，时常影响患

组成，1 岁以内 1.5g/次，1～5 岁 3g/次，5 岁以上 6g/次，开水

者的正常生活、学习与工作，并易引起心肌炎、脑炎等许多并

冲服。对照组只给予喜炎平注射液 5mg/kg 加到 10%GS100ml

发症，特别在婴幼儿时期更为多见，从而更加危害人们的健康。

中静滴，1 次/d。两组均以 3d 为 1 个疗程。两组观察指标主要

因此，如何提高疗效及缩短病程从而减轻以致完全避免急性呼

观察临床症状如体温、咳嗽、咳痰、咽痛等。

吸道感染疾病的危害，是非常重要的。我院于 2010 年 11 月～
2012 年 6 月，将收治的 158 例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进行
安儿宁颗粒的治疗并专门观察其疗效。发现安儿宁颗粒在治疗

3

3.1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x2 检验，等级资料用非参

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中效果明显，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治疗结果

数 wilcoxon 分析。
3.2 疗效标准

将符合《实用内科学》中的有关诊断标准[1]的 158 例患儿，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中的有关标准

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79 例，男 42 例，女 37 例，年龄 1～5

拟定：①治愈：治疗 3d 后体温恢复正常，鼻塞、流涕、咳嗽、

岁 28 例，6～13 岁 51 例；对照组 79 例，男 43 例，女 36 例，

咳痰咽痛等症状和体温均消失；②有效：治疗 3d 后体温恢复

年龄 1～5 岁 31 例，6～13 岁 48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等

正常，鼻塞、流涕、咳嗽、咳痰咽痛等症状和体温均有所改善；

资料比较，均无显著性差距（P>0.05）具有可比性。

③无效：治疗 3d 后体温恢复正常，鼻塞、流涕、咳嗽、咳痰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喜炎平注射液 5mg/kg 加到 10%GS100ml 中静

滴，1 次/d，同时口服金诃安儿宁颗粒（青海金诃藏药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
，其由天竺黄、白檀香，唐古特乌头，红花、

咽痛等症状和体温均未改变或反而恶化。
4

结

果

两组病例经 3d 治疗后，观察其临床主要症状及体征，以
及体征消失时间和疾病痊愈率方面比较，结果治疗组明显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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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详见表 1～3。
表 1 两组症状体征恢复时间比较
组别

发热

n

治疗组

79

对照组

79

咳痰

n

1.27±0.24

**

1.80±0.37

咳嗽

n

咽痛

56

2.43±0.21

*

70

2.36±0.19**

55

2.71±0.33

68

2.76±0.39

n

33

2.08±0.23

*

27

2.31±0.4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表 2 两组疾病疗效比较
治疗组
n

对照组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五岁以下组

28

15

8

4

1

31

12

10

4

5

五岁以上组

51

35

9

5

2

48

23

12

8

5

注：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有效率达到 96.2%，对照组有效率为 87.3%，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P<0.05。

效，用于热病神昏，中风痰迷，惊痫抽搐等。现代药理学研究

表 3 治疗组治疗前后血常规比较
项目
白细胞
淋巴细胞

n
82
82

治疗前
12.14±1.76
72.13±9.24

证明，牛黄及去氧胆酸有利胆、解热、兴奋呼吸、强心、降压

治疗后
6.59±1.37

**
**

54.20±6.24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5，**P<0.01。

5

讨

论

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系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约占门诊人

作用，所含胆汁酸有镇咳、平喘作用。岩白菜性平味甘，入肝、
脾二经，治劳伤咳嗽、吐血、咳血、肿毒等。岩白菜主要提取
物岩白菜素具有镇痛、镇静作用，其镇痛作用强于消炎痛，并
具有抭炎、止咳作用；岩白菜根含熊果酚甙（Arbutin），有抗
菌、消炎作用。
甘草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

数的 34.4%～60.2%，病原学筛查证实，90%的患儿表现有发热

和诸药之功效。高山辣根菜味辛，性寒，具有清热解毒、止血、

症状。在目前临床使用的退热药中，西药疗效肯定，但口服药

消肿的功效，主治温热病发热、咳嗽、咯血、四肢浮肿、食物

大多有胃肠道反应，在退热同时，多数药物还有较强的发汗作

中毒及创伤出血等。短管兔耳草性味苦、甘，具有清热解毒，

用，对小儿康复有一定影响。肌肉注射又不易被患儿接受，且

行血调经的作用，治全身发热、肾炎、肺病、综合物毒物中毒

不便于家庭使用。

及“心热”症。短管兔草具有很强的抗菌活性[3]。白檀香性味

为探讨治疗该疾病的有效方药（特别是部分小儿对各种抗

涩、寒，具有清内热、滋补的作用，用于肺热咳嗽、胸痛气喘、

生素过敏者，尤为重要），我院以金诃安儿宁颗粒治疗小儿急

心悸和心前区痛。唐古特乌头性味苦、凉，具有清热解毒，生

性呼吸道感染患儿 79 例为治疗组，并与对照组治疗对比观察。

肌收口，燥湿的作用，用于传染病引起的发热、胃热、疡疮、

金诃安儿宁颗粒由天竺黄、红花、人工牛黄、岩白菜、甘草、

蛇蝎咬伤以及黄水病。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其有效成分以内

高山辣根菜、短管兔耳草、白檀香、唐古特乌头、蔗糖等组成，

酯型二萜生物碱为主，具有广谱抗菌及抗病毒的作用。

是藏医传统古验方。经藏医长期临床应用，发现该药具有清热

全方具有清热解毒、祛风化痰之效，对改善小儿外感发热

解毒、祛风化痰的作用，用于小儿伤风感冒、肺炎、支气管炎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效果显著，起到标本兼治的功效。另外，喜

及其引起的咳嗽和发热等症。竹红菌甲素对革兰氏阳性菌有很

炎平注射液的主要成份为穿心莲内酯，可干扰病毒复制过程中

好的抑制作用。

蛋白质的合成，使病毒不能复制，最终达到抑制和杀灭病毒的

方中天竺黄具有清热豁痰、凉心定惊的功效，用于热病神

效果，具有明显的清热解毒作用，二者联用，疗效好，不良反

昏，中风痰迷，小儿痰热惊痫、抽搐、夜啼等。现代药理学研

应少，优于对照组。在临床观察中，我们发现安儿宁颗粒治疗

究证明天竺黄含有竹红菌甲素、竹红菌乙素，还含头孢素和硬

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疗效确切。因此，本法对治疗小儿急性

脂酸乙酯及氢氧化钾、硅质等。竹红菌乙素具有明显的镇痛抗

呼吸道感染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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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金化痰汤治疗痰热结肺型鼻咽癌的临床疗效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Qinjing Huatan decoction on treating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of Tanre Jiefei type
朱欧宁
（湖南省直中医院·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湖南 株洲，412000）
中图分类号：R3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08-02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探讨清金化痰汤辅助治疗痰热结肺型鼻咽癌的疗效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48 例中医辨证为痰热结肺型
鼻咽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分组，对照组 21 例，予以顺铂与氟尿嘧啶西药化疗，治疗组 27 例，在西药化疗基础上加用清金化
痰汤，比较两组疗效。结果：治疗组患者在疼痛、体重、食欲等方面情况改善显著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治疗总有效
率为 88.9%，对照组为 76.3%，结果（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清金化痰汤辨证治疗鼻咽癌，疗效肯定，大大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降低化疗的毒副作用，且价格低廉，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痰热结肺型；清金化痰汤；中医辨证施治；西药化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the Qinjing Huatan decoction in adjuvant treatment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of Tanre Jiefei type. Methods: 48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1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27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hemotherapy with cisplatin and fluorouracil,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Qingjin Huatan decoction more.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pain appetite, weight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8.9%,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6.3%. Conclusion: Qinjing Huatan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reducing the toxic effects of chemotherapy,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anre Jiefei type; Qingjin Huatan decoction; Treatment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Modern medicine
chemo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05
鼻咽癌是头颈部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较高，

结肺型；治疗组 27 例：男 15 例，女 12 例，年龄 33～67 岁，

大多数患者一经发现，确已进入晚期，据数据统计，进入 III、

平均（53.5±9.6）岁；对照组 21 例：男 11 例，女 10 例，年

IV 期的鼻咽癌患者大约占 85%左右。鼻咽癌的治疗一直是以

龄 34～66 岁，平均（52.8±9.2）岁；两组患者在性别、临床

放疗为主，但 III-IV 期的病人 5 年存活率大约仅仅只有 30%。

分期、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造成放射治疗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癌症局部复发或者是远

1.2 诊断依据

处转移，并且鼻咽癌一般属于低分化鳞癌，对化疗具有一定
[1]

①48 例鼻咽癌患者西医诊断，参照《现代肿瘤学》
，主要

敏感性 。传统西药化疗有着确切疗效的同时，亦具有一定

包括临床症状、进行体格检查、影像学、病理学或者是细胞学

的副作用，绝大多数鼻咽癌病人放疗后，会有口干、颈部皮

检查四方面。②中医痰热结肺型证候：一侧鼻塞，流粘稠涕，

肤溃疡、口腔黏膜发生溃破、缺失味觉、吞咽困难、食欲下

涕多，或者涕中带血，或一侧耳具有堵塞胀闷之感，或咳嗽痰

降等症状，引起患者营养物质的缺失，导致体质量下降。中

黄，舌红苔黄腻，脉滑数。鼻咽部检查：鼻腔、鼻咽具有脓涕

医中药具有减毒增效之功，增加肿瘤病人化放疗治疗效果的

附着。

同时，还能减轻毒副作用，防止鼻咽癌复发和转移，提高放

1.3 方法

疗敏感性和患者的生存质量[2]。本文以 48 例中医辨证为痰热

①对照组：予以氟尿嘧啶（5-Fu）与顺铂（DDP）西药化

结肺型鼻咽癌患者作为讨论实例，探讨中医独特的疗效优势，

疗。②治疗组：在西药化疗基础上加用清金化痰汤加减辅助治

现报道如下。

疗，组成：黄芩、桔梗、栀子各 12g，桑白皮 15g，麦冬 15g，

1

资料和方法

知母 10g，贝母 12g，瓜蒌仁 12g，茯苓 15g，橘红 5g，甘草
6g。可适当加减，如鼻塞流涕较多者，加白芷和辛夷花；涕中

1.1 临床资料
48 例鼻咽癌患者，癌症分期为 III-IV 期，中医辨证为痰热

带血者，可加茜草根、白茅根；化疗导致三系细胞下降，可加
太子参、红参、菟丝子；食欲不振者可加陈皮、神曲、炒麦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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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统计分析是采用 SPSS13.0 软件，计量资料以（ x ± s ）表

头痛者可加麝香、乳香、没药。

示，采用 x2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疗效判定
①显效：鼻咽部病灶以及颈淋巴结完全消失，患者临床症
状、体征消除，进行检查 2 次以上未有复发；②有效：癌肿缩
小或者是经过 3 个疗程以上的治疗后，病灶未见增大，症状、
体征改善；③无效：癌肿未见缩小，并且增大迹象，向邻近组

2

结

果

2.1 两组在疼痛、体重、食欲等方面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组患者在疼痛、体重、食欲等方面情况改善显著优于
对照组，生活质量有较大地提高，详见表 1、表 2、表 3。

织加速扩展或者是向远处转移。
1.5 统计学方法
表 1 两组鼻咽癌患者治疗前后疼痛变化比较 [n（%）]
组别

人数

对照组

21

治疗组

27

减轻

稳定

加重

6（28.5）

8（38.1）

7（33.3）

17（63.0）

8（29.6）

2（7.4）

注：P<0.05。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

表 2 两组鼻咽癌患者治疗前后体重变化比较 [n（%）]
组别

人数

增加

稳定

减少

对照组

21

2（9.5）

9（42.9）

10（47.6）

治疗组

27

9（33.3）

11（40.7）

7（25.9）

注：P<0.05。

空气的长期影响或者是烟酒刺激，肺热更甚，最终导致肺火煎
津成痰，上烁于鼻窍，积结日久，形成肿块。并且头痛、耳部
胀塞感、鼻塞等均为痰热蒙蔽清窍导致；鼻衄或者是涕血为痰
火伤及鼻咽部血脉所致。治疗当以清肺通鼻，祛痰散结，选用
《统旨方》的清金化痰汤进行加减[5]。方中黄芩、桑白皮、桅

表 3 两组鼻咽癌患者治疗前后食欲变化比较 [n（%）]
组别

人数

增加

稳定

减少

子具有清泻肺火之功；瓜萎仁、桔梗和贝母能够清热涤痰、宽

对照组

21

3（14.3）

8（38.1）

10（47.6）

胸散结；麦冬、知母具有养阴清肺，润燥止咳的功效；茯苓能

治疗组

27

12（44.4）

10（37.0）

5（18.5）

够除湿健脾，湿去痰则自除；橘红能够理气，气顺则痰消；甘
草补土和中。故本方适用于痰热结肺型鼻咽癌的治疗，结果显

注：P<0.05。

示：加以中药辅助治疗的治疗组，患者疼痛减轻率为 63%，高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8.9%，对照组为 76.3%，中药治疗临
床疗效优势明显，详见表 4。

显效

于对照组的 28.5%；体重增加率为 33.3%，高于对照组的 9.5%；
食欲增加率为 44.4%，高于对照组的 14.3%；治疗组患者的生
活质量大大提高，治疗总有效率为 88.9%，对照组为 76.3%，
治疗组疗效显著。

表 4 两组鼻咽癌患者治疗疗效比较 [n（%）]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综上所述，清金化痰汤辨证治疗鼻咽癌，疗效肯定，大大

组别

人数

对照组

21

3（14.3） 13（62.0）

5（23.8）

16（76.3）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化疗的毒副作用，且价格低廉，值得

治疗组

27

6（22.2） 18（66.7）

3（11.1）

24（88.9）

临床推广。

注：P<0.05。

3

痰热结肺型鼻咽癌患者，因其肺中素有痰热，又因不洁净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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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时祥教授诊疗重症肌无力经验辑要
Experience summary of Professor KUANG Shi-xiang in treating MG
张献文 1 况时祥 2 李王杏安 1
（1.贵阳中医学院研究生，贵州 贵阳，550000；2.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5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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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顽固性的难治性疾病，多数医家认为本病的发生与“脾肾”密切相关，而基本病机是肺胃肝肾
等脏腑精气受损，导致肢体筋脉失养。因此本病多从虚论治，治疗以补益为主。况时祥教授治疗重症肌无力重视其病因病机，以
及诱发加重的外部因素，尤其强调近远期目标的树立和不同的调治方法，他认为本病虽然以脾肾亏虚为主，但湿浊毒邪的化调应
该贯穿其中，久虚不甚补益，久病必而入络，在病情的演化过程中重视实邪的调治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对于药物的特殊用法和
特色药对的甄选也显示了他遣方用药的特点。纵观本病，为内在脏腑病变和失调的结果，治疗上应该三因制宜。他以脾肾双补、
化浊解毒为法辨证施治，取得了较好疗效。
【关键词】 重症肌无力；化浊解毒；中医经验
【Abstract】 Myasthenia gravis pseudoparalytica (MG) is a refractory disease. Its occurrence is thought to be connected with spleen
and kidney. Its pathogenesis is the damage of pneuma in entrails leading to malnutrition of muscle and vessel. Therefore, the disease is always
treated from deficiency for tonification. Professor KUANG Shi-xiang has many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the disease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Reasonable efficacy was achieved by tonifying both spleen and kidney and disosolving muddy and neutralizing poison.
【Keywords】MG; Disosolving muddy and neutralizing poison; TCM treatment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06
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MG）是乙酰胆碱受体抗

乏力，劳累或活动后加重，伴有明显的口淡纳差、便溏、舌淡

体介导的、细胞免疫依赖的、补体参与的累及神经肌肉接头处

等脾虚症状；病久及肾，出现全身乏力，饮水呛咳，吞咽困难，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眼睑下垂，复视，四肢近端肌

语言蹇涩，腰酸困，怕冷畏寒，大肉尽陷，痿软不用，或动则

无力，或咀嚼、吞咽无力等临床症状。重症肌无力眼肌型类似

汗出，面白肢浮、舌淡胖有齿痕、苔白滑等表现；其中，有部

于中医“睑废”症，全身性则一般归属于“痿病”范畴。况时

分患者则出现头晕目眩、目干、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口燥咽

祥教授近 10 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多种治疗手段与方法治疗 MG

干、失眠多梦、腰膝酸痛、耳鸣、舌红、少苔等肝肾亏虚等症

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在临阵中不断精研勾悬、求取深意，积累

《成方便读》指出“经络中有一湿痰死血，既不
状；病久入络，

了丰富的经验。况师将 MG 分为脾气亏虚、脾肾两虚、肝肾两

”络脉中的湿痰、瘀血均可导致肢体痿软无力。其表
仁且不用。

虚、经络瘀阻、湿热壅遏等型，并特别提出了湿浊毒邪内阻存

现体虚四肢痿弱，肌肉瘦削，手足麻木不仁，青筋显露，肌肉

在于本病的每个阶段。治疗上结合西医的分型，针对患者进行

隐痛不适，舌质黯，伴有瘀点等瘀阻脉络之象。更有甚者，其

个性化治疗，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形成了独特的诊疗

表现为四肢困重无力，兼见微肿，喜凉恶热，胸闷脘痞，舌红

思路和用药特点。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况教授诊疗 MG

苔黄腻者多为湿热壅遏经脉，营卫受阻而致。况老师在对 MG

的特点。

患者大量的临床实践观察中发现，多数 MG 患者除常见眼睑下

1

诊断要点
况老师临阵必四诊合参，尤重问诊，求端讯末其主证，诱

垂、复视、四肢近端无力，晨轻暮重等特征性症状外，还有乏
力、口淡纳差、便溏、舌淡、苔腻，病久并见腰酸，畏寒，精
神倦怠等表现，其认为这是缘于患者脾肾气虚，湿邪浊毒内聚。

因，病史，用药情况，相关病情的现代医学检查和专科检查，

因此，况老师提出本病早期脾气亏虚，久则病及于肾，而湿浊

以此判断患者的病情及预后，方才谨慎论治，制定治疗方案。

毒邪郁阻则存在于本病不同阶段，以此而为辨证立方用药的依

治疗过程中明确提出远中近三期目标：①近期目标：迅速稳定

据。

病情、控制症状，阻止其恶化发展甚而危及生命；②中期目标：
巩固疗效，修复损伤，改善功能，不断提高机体自我修复机能，

2

辨证思路

进一步最大限度地改善病人的临床症状，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本病病情复杂，历代医家对其认识立论虽多，但都无不从

③终极目标：在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后，进行进一步的强化治疗，

脾肾论治，因此脾肾亏虚是本病基本的病因病机，补益脾肾应

重建病人的免疫系统，从根本上终止病情再发的机会，这是治

为其基本治疗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遵循三因制宜的原则，

疗的最终目标。结合中医证型来看，脾气亏虚型存在单或双侧

分型而治。本病病变部位多在筋脉肌肉，但根底多为五脏虚损，

的眼睑下垂，抬起无力有明显的重坠感，晨轻暮重，易感疲倦

盖五脏病变皆能发病，且又相互受累影响，耗伤所藏精血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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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功能失调，生化乏源，更加重精血等不足，筋脉肌肉因之失

冬、麦门冬相须为用，清热养阴生津；白蒺藜、沙苑蒺藜同用，

养驰纵，不能束骨利关节，经络虚滞瘀阻，以致肌肉痿软失用，

温补肝肾同时平肝解郁，使补而不郁；炒谷芽、炒麦芽相须为

消瘦枯萎，发而为病。因此除了应该重视脾肾两脏外，更应注

用，行气疏肝，缓解患者情志的影响；蜈蚣粉、水蛭粉同用，

意心肺肝等脏器的影响。另因况老师对本病多年的观察与实

破血逐痕，通经消症；威灵仙、豨莶草同用，通络关节，祛热

践，每将化瘀解毒之法贯穿于本病不同阶段而屡获奇效。综上

散寒为用。

所述，况老师提出了系统论治，重视脾肾、温阳祛湿，化瘀解
毒的治则。此外，况老师将不同阶段的病情与现代医学对本病

4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57 岁，症见：双眼睑下垂，眼球活动不灵活，

的分型（改良 Osseman 分型法）结合比对，审症求因，指导治
疗。脾肾双补，脾胃健运，则运化升清功能健全，转输至心肺，

复视，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双上肢抬举费力，偶见畏寒肢冷，

化生气血布散于周身，才能使脏腑、经络等组织得到充分的营

腰膝酸软，神倦懒言，无咀嚼、呛咳、呼吸及吞咽困难，纳可，

养。肾精得补，精血旺盛，五脏得养，做强有力。本病日久，

夜寐安，二便调，舌淡苔微黄腻，脉左尺沉，右关滑有力。根

病势缠绵，容易化瘀生湿，邪恋不去，反复发作，故而补益脾

据其典型的临床症状、肌电图、肌疲劳试验，西医诊断为“重

肾之时，将化瘀祛湿解毒贯穿其中方能斩获良效。原因一则脾

症肌无力（IIA 型）”
。中医诊断为“痿证（脾肾亏虚型、湿浊

湿得祛，健运得权，方能发挥其正常的生理功能；二则瘀象得

内蕴）
”
。处方：生黄芪 60g，炙黄芪 60g，熟地 20g，补骨脂

化，营卫平和，气血通畅，四肢全身得其濡养，方现抽丝剥茧，

20g，女贞子 20g，淮山药 15g，白术 20g，薏苡仁 15g，制附

顽症渐除之功。
3

治法立方

片 40g，
（先下）苍术 15g，土茯苓 15g，黄柏 6g，上药 15g，
剂煎服。马钱子 0.3g，少量渐进服用，9d 为 1 个疗程。复诊：
症状微改善，眼球活动有力，行走时间加长，舌淡苔白，脉左

况老师治疗本病重视脾肾，祛湿化瘀法贯穿其中，并积极

尺沉，与上方去黄柏、薏苡仁，继服。同时加用黄芪注射液静

导入外治理疗针灸等法，综合调节，多法干预。特别强调在预

脉滴注，2 次/d，10d 为 1 个疗程。三诊：症状明显改善，双眼

后调养期时，注意避免居住湿地等环境影响以及外感、腹泻等

睑下垂消失，无复视，行走强度时间增加，双上肢抬举可，舌

诱因的影响，并适当地进行功能锻炼，畅通气血，有利于本病

质淡红苔薄，尺脉微沉。瞩忌食生冷、保暖、忌涉水冒雨，注

的恢复和治愈。更大胆设想提出胸腺摘除术的常规中药疗法维

意感冒，三月后再与黄芪注射液静滴，同时复诊开药巩固疗效。

持，同时渐进撤掉激素等药物抑制剂，积极地开辟了新的治疗
层面。

5

结

语

以脾肾双补，祛湿化瘀解毒为治法，在前期自拟方补脾益

MG 系神经系统较为棘手的疾病，病情复杂多变，治疗效

肾强肌汤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创立补脾强力汤（补脾强力胶

果难尽如人意，况老师采用中西医结合手段，多向调节，综合

囊），使本方更加全面有效。本方以补中益气汤、麻黄附子细

干预，并潜心研究 10 多年，数易其方，确立了较为高效的治

辛汤为基础方，结合临床经验，辨证选药，旨在脾肾双补，化

疗原则和方法，在临床上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疗效。纵观本病，

瘀祛湿，改善肌无力症状。该方由黄芪、党参、苍术、土茯苓、

审症求因，不外乎眼睑下垂，视歧，音喑，咀嚼吞咽困难，抬

陈皮、当归、丹参、仙灵脾、锁阳、生地、制附片（先下）、

头无力，全身肌肉无力，呼吸困难等症状，然症候多变，如何

升麻、麻黄（先下）
、细辛组成。方中黄芪、党参，补中益气、

驭繁化简，使治疗行之有效是关键。因此究其本源，探微寻旨

升阳固表为君；苍术、土茯苓健脾化湿解毒为臣；陈皮调理气

才是治疗本病的基础，即治病求本之意。况教授独特的临床辨

机，当归补血和营为佐；丹参活血化瘀，使补而不滞，气血通

证特点为中西医结合诊治 MG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了一个

调；制附片、菟丝子、生地、锁阳、仙灵脾补益肝肾，填精益

有效可行的临床诊疗思路和方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类疾病

血壮筋骨；升麻协同参、芪升举清阳为使；麻黄先下，非久煮

临床诊治较为困难的实际问题，对提高临床诊疗水平有很大的

不能止其轻浮，不重解表，微开腠理，使邪有外出通路即可；

帮助。

而重其通络上下之功，使元气布达，关节通络；细辛散寒止痛，

基金项目：

辅附子入少阴经脉，入里温通。综合全方，一则脾肾双补，使
先天充养富足，后天生化有源，脾胃气虚诸证自可痊愈；二则
健脾化湿解毒，邪去正复，病势转顺；三则活血化瘀，气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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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98 cases of jaundice of full-term neonatu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郭小丽
（河南省卢氏县人民医院，河南 卢氏，472200）
中图分类号：R25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12-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足月新生儿黄疸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96 例足月新生儿黄疸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各 98 例，对照组给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光疗等西医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茵栀黄口服液治疗，对
比两组治疗结果。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96.94%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80.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日平均胆红素
下降值、平均黄疸消退时间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足月新生儿黄疸，可加快患儿胆红素下降，促进黄疸消退，疗效优异，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足月；新生儿；黄疸；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jaundice of full-term neonatus.
Methods: 19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98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Bacillus bifidus trigeminy
active bacterium powder and photo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Yinzhihuang oral liquid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6.94%,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80.61% (P<0.05). The daily average bilirubin
degression and mean regression time of jaundice in the treative group were better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e side effects in both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jaundice of full-term
neonatus.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Full term; Neonatus; Jaundice;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07
新生儿黄疸是常见新生儿疾病，虽多数可自然消退但仍有

家族病史；④监护人同意本组治疗方案并签署知情协议书。

部分患儿病情进展引发胆红素脑病而对患者生长、发育造成极

排除标准：①肝胆发育异常；②肝炎；③胎儿宫内窘迫；④

恶劣的影响。为寻找高效、低毒的治疗方案，笔者近年来以中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红细胞增多症；⑤头颅血肿；⑥先天性

西医结合治疗足月新生儿黄疸 98 例，疗效颇佳，现总结报道

遗传代谢疾病。

如下。

1.3 治疗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两组患儿均给予人工喂养，奶间喂水。对照组给予西医
治疗：①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信谊制药总厂，国药准字 S10970104）口服，0.5 包/次，3

将我科 2010 年 11 月～2012 年 11 月收治的 196 例足月新

次/d；②单面蓝光照射治疗，16h/d。观察组给予中西医结合

生儿黄疸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98 例，所有患儿均

治疗：①西医治疗同对照组；②茵栀黄口服液（北京双鹤高

根据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确诊，符合《新生儿黄疸干预

科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Z11020607）。两组均

推荐方案》[1]中关于新生儿黄疸的诊断标准。对照组：男 67

以 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后对比疗效。如治疗效果

例，女 31 例；胎龄 37～41 周，平均（39.1±1.3）周；出现

不佳延长治疗直至黄疸消退，治疗过程中患儿病情加重迅

黄疸日龄 0.5～8d，平均（3.8±2.1）d；母乳喂养 52 例。观

猛，经皮胆红素上升超过 376μmol/L 时积极给予换血疗法。

察组：男 69 例，女 29 例；胎龄 37～41 周，平均（39.3±1.2）

1.4 观察指标

周；出现黄疸日龄 0.5～9d，平均（3.9±2.2）d；母乳喂养 55

分别于治疗开始时及治疗中每日应用经皮胆红素检测仪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于患儿胸部、下颌部、额部测量 1 次，取其均值为当日经皮测

（P>0.05）。

胆红素值，记录两组日平均胆红素下降值、平均黄疸消退时间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等疗效相关指标。观察患儿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的变化情况。

纳入标准：①胎龄≥37 周；②间接胆红素血症；③无

观察治疗过程中两组患儿出现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例数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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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数±标准差（ x ± 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为

型。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 疗效标准
[2]

治疗 1 个疗程后参考冯晓东 学者研究评定疗效：显效：
黄疸完全消退，精神、吃奶良好，经皮测胆红素值<119.7μmol/L；
有效：黄疸大部分消退，精神、吃奶良好，经皮测胆红素值
119.7～171μmol/L；无效：症状、体征改善不明显，经皮测胆

2

结

果

2.1 疗效对比
治疗 1 个疗程后，观察组总有效率 96.94%明显优于对照组

红素值>171μmol/L。显效、有效之和为总有效。

的 80.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疗效对比数据

1.6 统计学处理

见表 1。

应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
表 1 两组疗效对比例
组别

总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98

19

6

19

79（80.61）

观察组

98

28

7

3

95（96.94）

★

总有效

★

★

注：与对照组对比， x2＝11.5204， P<0.05。

2.2 疗效相关指标对比

消退时间等疗效相关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治疗前，两组患儿经皮测胆红素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意义（P<0.05）
。具体疗效对比数据见表 2。

（P>0.05），治疗后，观察组日平均胆红素下降值、平均黄疸
表 2 疗效相关指标对比（ x ± s ）
组别

总例数

日平均胆红素下降值（μmol/L）

平均黄疸消退时间（d）

对照组

98

37.51±19.86

4.57±1.43

观察组

98
★

★

45.32±21.78
☆

★

3.96±1.36

☆

☆

注：与对照组对比， t＝2.6231， P<0.05； t＝3.0600， P<0.05。

退黄利胆功效[5]，且利于患儿服用。本组数据显示，观察组总

2.3 不良反应对比
对照组共 26 例患儿出现 41 例次不良反应，
发生率 26.53%，

有效率达 96.94%，日平均胆红素下降值、平均黄疸消退时间均

观察组共 19 例患儿出现 32 例次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9.39%，

明显优于对照组，且两组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说明茵栀黄口

2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 ＝1.0384，P<0.05）
。
3

讨

论

新生儿黄疽是指因患儿体内血清胆红素积聚，浓度升高引
起皮肤黏膜、巩膜黄染[3]。足月新生儿黄疸多为生理性，不需
要过分干预，但病理性黄疸如治疗不及时可造成患儿神经细胞

服液具有低毒增效之能，疗效确切。
总之，中西医结合治疗足月新生儿黄疸，可加快患儿胆
红素下降，促进黄疸消退，疗效优异，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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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疽在中医学中属于“胎黄”之病，多因母体湿热
熏蒸于胎或患儿先天不足，脾失疏泄，湿热郁内而发为黄疸[4]，

[5]方芳,肖芳,罗振芳,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新生儿黄疸 260 例疗效观察[J].中
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9,19(3):173-174

故对其治疗以清热利湿、泻下退黄为主。茵栀黄口服液为传统
中药茵陈、金银花、黄芩、栀子相配而成，可促进患儿肠蠕动，
减少胆红素肝肠循环以降低其重吸收，具有优异的清利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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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心综合征的中医证素与病机初探
TCM syndrome element and pathogenesis investigation of

the chole-heart syndrome
李雅茜 苏梦达 关良劲
（广州市天河区中医医院，广东 广州，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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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胆心综合征患者的中医证素并探讨其中医病机。方法：收集我院接诊的 52 例诊断为胆心综合征的患
者，进行四诊收集，统计分析并探讨其病机。结果：胆心综合征患者中医证素出现频率高低分别为：心系、胆系、气滞、湿热、
淤血、胃系、痰饮、热证、寒闭证、肝系、阳虚、气虚。胆心综合征表现最多见的症状依次为：胸痛、胸闷、心悸、恶心、腹痛、
黄疸、恶寒肢冷、发热、大汗、右肩背部放射痛、皮肤瘙痒等。在胆心综合征患者中，出现最多的舌象依次为：暗舌、齿印舌、
黄腻苔、胖大舌、淡白舌、白腻苔、青舌、薄黄苔、薄白苔、少苔；出现最多的脉象依次为：弦脉、沉脉、紧脉、迟脉、实脉、
数脉、滑脉、浮脉、虚脉；浮脉与沉脉、数脉与迟脉、实脉与虚脉两两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四诊合参，
胆心综合征患者的主要病机是胆府闭塞、气机郁滞、痰热扰心、心脉闭阻。
【关键词】 胆心综合征；证素；病机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CM syndrome element and pathogenesis of the chole-heart syndrome. Methods: 52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four methods of diagnosis to analyze and investigate its pathogenesis. Results: The incidence rate of all the TCM
syndrome elements was sorted. The common symptoms, tongue demonstration and pulse tracings were illustrated.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different pulse tracings. Conclusions: Afte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y the four examination methods,
the pathogenesis of chole-heart syndrome was obliteration in guts, depression and stagnation of Qi, phlegm-heat attacking the heart and
impotency of the vessel in the heart.
【Keywords】 Chole-heart syndrome; Syndrome element; Pathogene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08
胆心综合征（Chole-heart syndrome）是指由胆道疾病

1.2 排除标准

（急慢性胆囊炎、胆结石等）引起的酷似冠心病症状为主

体力活动后出现心绞痛发作者，既往有明确的心脏病病史

要表现的胆道疾病并发症，其心脏症状的严重程度与胆道

或可疑冠心病病史以及神经官能症、更年期综合征、颈椎病所

疾病病情呈正相关，心脏并无器质性病变，心脏症状随胆

致者。

道 疾 病 的 控 制 或 治 愈 而 缓 解 甚 至 完 全 恢 复 [1] 。 1909 年

1.3 一般资料

Babcock 氏首先报道胆心综合征，1977 年俄国学者提出了

共观察病例 52 例，均为 2005 年 6 月～2011 年 12 月我院

胆心综合征的概念，指出它有心血管症状及心电图异常改

收治的病人。其中男 25 例，女 27 例，年龄 31～65 岁，平均

变，而心脏多无原发性病变，在胆系疾病治愈后，症状可

（48±3.5）岁。胆系疾病包括胆道系统结石 25 例、感染 16

消失，心电图明显好转 [2] 。

例、息肉 5 例及肿瘤 6 例；表现为右上腹痛 38 例，右肩背部

1

临床资料

1.1 纳入标准

放射痛 10 例，恶心、呕吐、腹胀、嗳气 46 例，高热、寒颤、
黄疸 32 例。冠心病样症状表现为：胸闷、心悸 48 例，类似冠
心病心绞痛样症状 4 例；心电图表现：各种心律失常 50 例，

参考有关资料拟定[1-2]：①胆囊、胆道疾病史，合并心前区

偶发或频发房性早搏 10 例，ST 段压低 15 例，T 波低平或倒置

疼痛及心电图异常，心电图改变为一过性；②可见冠状动脉供

13 例。心脏超声检查均未发现器质性病变，最后均行 B 超、

血不足的心电图改变，如 ST 段下降，T 波低平或倒置或各种

CT 明确诊断。52 例患者经手术或给予消炎、利胆、解痉等针

心律失常（室早、房早、房颤等）；③均辅以胆囊超声检查，

对胆系疾病的治疗后，心脏病症状消失，心电图恢复正常，追

符合胆系疾病的诊断，出现心理失常时，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疗

踪观察无心绞痛发作。

效不佳，而在控制感染、手术治疗或使用消炎利胆药物治疗疗
效显著；④符合上述诊断，检查又无其他确切导致心律失常疾
病者，可考虑为胆心综合征。

2

研究方法
对纳入的胆心综合征患者做中医病因病机调查研究，舌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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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象由主任中医师判断。
3

4

统计学方法

研究结果

4.1 胆心综合征表现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差异采用双尾 t
检验。

最多见的症状依次为：胸闷、心悸、恶心呕吐、腹痛、黄
疸、恶寒肢冷、发热、大汗、右肩背部放射痛、胸痛、皮肤瘙
痒等，见表 1。

表 1 主要症状频次 [n（%）]
症状

频次

症状

频次

症状

频次

胸闷

26（50.0）

腹胀腹痛

26（82.5）

发热

8（15.4）

心悸

22（42.3）

黄疸

20（38.5）

胸痛

4（7.7）

恶心呕吐

20（38.5）

右肩背部放射痛

10（19.2）

皮肤瘙痒

2（3.8）

口干口苦

32（61.5）

恶寒肢冷

4（7.7）

大汗

3（5.8）

4.2 中医证素频次

系、气滞、湿热、瘀血、胃系、痰饮、热证、寒闭证、肝系、

胆心综合征患者中医证素出现频率高低分别为：心系、胆

阳虚、气虚，见表 2。

表 2 中医证素频次 [n（%）]
证素

频次

证素

频次

证素

频次

心系

52（100.0）

瘀血

28（53.9）

寒闭证

8（15.4）

胆系

52（100.0）

胃系

24（46.1）

肝系

8（15.4）

气滞

40（76.9）

痰饮

16（30.8）

阳虚

5（9.6）

湿热

32（61.5）

热证

12（23.1）

气虚

3（5.8）

4.3 胆心综合征患者的舌象频次

胖大舌、淡白舌、白腻苔、青舌、薄黄苔、薄白苔、少苔，见

患者中出现最多的舌象依次为：暗舌、齿印舌、黄腻苔、

表 3。

表 3 胆心综合征患者的舌象频次 [n（%）]
舌质

频次

舌苔

频次

暗舌

28（53.9）

黄腻苔

22（42.3）

齿印舌

25（48.1）

白腻苔

16（30.8）

胖大舌

18（34.6）

薄黄苔

10（19.2）

淡白舌

12（23.1）

薄白苔

3（5.8）

青舌

10（19.2）

少苔

1（1.9）

4.4 胆心综合征患者的脉象频次

浮脉与沉脉、数脉与迟脉、实脉与虚脉两两比较，差异均有显

按照六类脉的分类方法，患者中出现最多的脉象依次为：
弦脉、沉脉、紧脉、数脉、实脉、迟脉、滑脉、浮脉、虚脉；

著性意义（P<0.05）。脉象的八纲证候依次为：里证、热证、
实证，见表 4。

表 4 胆心综合征患者的脉象频次 [n（%）]

5

讨

脉象

频次

脉象

频次

脉象

频次

浮脉

9（17.3）

数脉

19（36.5）

实脉

44（84.6）

沉脉

28（53.9）

迟脉

10（19.2）

虚脉

8（15.4）

论

通于心。”均论及了肝胆与心的关系以及肝胆之气上逆犯心的

徐正福等 于 1983 年首先介绍了中医学对胆心综合征的

病证。本研究发现心系、胆系、气滞、湿热、瘀血、胃系、痰

基本认识与治疗，此后有关中医药对该病的治疗报告主要是辨

饮、热证是该病的主要证素，结合暗舌、齿印舌、黄腻苔、胖

证分型论治、单验方通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很少对该病的中

大舌、淡白舌、白腻苔、青舌这些主要舌象和弦脉、沉脉、紧

医病因病机进行系统的研究。胆心综合征属中医学胸痹心痛、

脉、数脉、实脉、迟脉、滑脉主要脉象，总结该病主要是里证、

心悸、怔忡等病范畴，胆心病患从经络方面看，胆与心通，心

热证、实证。病痛骤发于进食肉食或情志不舒之后，胆为“中

胆相关，如《灵枢•经脉篇》曰：
“胆足少阳之脉，是动则病口

精之府”
，胆汁为肝之余气而成，其分泌、排泄赖于肝之疏泄；

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甚则面微有尘，体无膏泽。
”

肝气郁结，胆气不利，气郁导致血滞，气血闭阻，客于心而致

[3]

《医贯》云：“脾胃肝胆各有一系，系于心包络之旁，以

心胸闷痛悸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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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病因病机可分两方面，一是热、暑、湿侵入引起胆经

2(4):234

湿热或胆气郁结而导致心脉瘀滞，瘀火扰心而发为心痛；一是

[3]徐正福,曹卫,陈五三.辨证辨病治疗胆心综合征 23 例临床分析[J].中西医

内伤七情或饮食失节，多食滋腻之品导致气血闭阻，痰热浊邪

结合杂志,1987,7(2):83-85

扰动心神而发心痛。胆心同病，经中医辨证论治，心胆同治以

[4]刘瑞霞.从胆论治胆心综合征[J].山东中医杂志,2006,25(4):52-56

胆为主，如明代李梴《医学入门》曰：“心与胆相通，心病怔

作者简介：

忡，宜温胆为主”。临床中医药疏肝解郁、除痰利胆，活血通
李雅茜，女，本科学士，中医内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

脉治疗均取得满意的效果[4]。

救治呼吸，心血管危重疾病。

参考文献：
[1]黄志强.当代胆道外科学[M].2 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318-323
[2]江蓓湖.老年患者胆道疾病与心脏功能的影响[J].中国心血管杂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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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内服加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44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4 cases of UC with
oral taken TCM combined with enteroclyster
王金周
（河南省安阳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74.62

安阳，455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16-02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内服加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90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
予柳氮磺胺吡啶肠溶片治疗，治疗组予中药内服加灌肠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治疗前后的中医症状积分情况，并随访
6 个月观察复发情况。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5.45%优于对照组的 76.09%；两组患者治疗后中医症状积分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治疗组复发率 11.90%少于对照组的 37.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中药内服加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具有
疗效好、毒副反应少、复发率低的优点。
【关键词】 溃疡性结肠炎；中药；灌肠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for oral use combined with enteroclyster on UC. Methods: 9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ulfasalazine enteric table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for oral use combined with enteroclyster.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5.45%,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6.09%. The TCM symptom scor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37.14%. Conclusion: Oral TCM combined with
enteroclyster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UC, with fewer side effects and lower recurrence rate.
【Keywords】 UC; TCM; Enteroc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09
随着现代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诊断技术的不断进步，我

均（41.4±15.3）岁；病史 1～22 年，平均（9.4±7.6）年；

国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的发病率逐年提高，

治疗组患者 44 例，男 22 例，女 22 例；年龄 16～53 岁，平

但因为其病因不明，故治疗较为棘手，笔者采用中药内服加灌

均（40.7±14.8）岁，病史 2～23 年，平均（9.7±7.9）年。

肠治疗本病 44 例取得理想疗效，现综合报告如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

1.2 治疗方法

资料与方法

一般治疗：充分休息，减少精神、体力负担，戒烟戒酒，
并予富于营养的流质少渣饮食。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 年 12 月～2012 年 1 月至我科就诊的 UC 患者

对照组在此基础上予柳氮磺胺吡啶肠溶片（上海三维制药

90 例，满足《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疗共识（2009）》 中的有

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31020450）4 片/次、4 次/d 口服，

关诊断标准，按照就诊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以 6 周为 1 个疗程。

[1]

对照组患者 46 例，男 24 例，女 22 例；年龄 16～50 岁，平

治疗组在一般治疗的基础上予中药治疗：药物组成：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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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15g，黄连 5g，黄芩 10g，秦皮 10g，当归 15g，赤芍 15g，

波及直肠，本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是包括

白芍 15g，丹皮 10g，广木香 6g，生薏苡仁 20g，以上药物 1

环境因素、遗传因素、感染因素和免疫因素等在内的多种因素

剂/d，水煎取汁 600ml，早、晚各空腹温服 200ml，临睡前保

相互作用所致。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肠道的免疫反应和炎症过

留灌肠 200ml，以 6 周为 1 个疗程。

程。西医治疗以控制炎症、缓解症状、防治并发症为主，常选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用柳氮磺胺吡啶制剂。在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此方法治疗
一个疗程总有效率为 76.09%，疗效欠佳，且价格较贵，停药后

1.3.1 疗效标准
[2]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 制订疗效标

复发率较高。

准：①临床缓解：症状消失，肠镜检查见肠道黏膜炎症明显减

中医认为 UC 属“泄泻”
、
“肠澼”
、
“痢疾”等范畴，其病

轻；②有效：症状减轻，肠镜检查见肠道炎症减轻；③无效：

位在肠，基本病机为肠道湿热，治疗以清热化湿、调气行血为

达不到上述标准者。临床缓解与有效之和为总有效。

主。笔者以白头翁汤为基本方，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加减，采用

1.3.2 中医症状积分

中药口服加灌肠治疗本病，口服中药整体调节，灌肠中药局部

参照相关文献[1]对本病的中医症状进行评分：①主症：腹

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利于药物有效成分吸收，迅速起到治疗

痛、腹泻、便下赤白脓血每项计 5 分；②次症：小便色黄、肛

作用。方中白头翁清热凉血、解毒止痢为君药；黄连、黄芩、

门部灼热不适、里急后重、口渴每项计 3 分。

秦皮清热燥湿共为臣药；当归、赤芍、丹皮活血散瘀，广木香

1.3.3 反应记录与随访

行气止痛、调中导滞，白芍养血和中，生薏苡仁健脾渗湿、排

记录研究过程中的药物不良反应，治疗后随访 6 个月，观
察复发情况。

脓，诸药合用，共奏清热利湿、解毒止痢之功。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方中的白头翁、黄连、黄芩、当归
等均具有调节免疫的功能：白头翁 [3] 具有抑制巨噬细胞分泌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13.0 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2

IL-6 作用；黄连[4]通过作用于 T 淋巴细胞，兴奋网状内皮系
统，可以提高巨噬细胞和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增强机体的免

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x 检验。取当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

疫力；黄芩[5]中所含的黄芩苷能促进 B 细胞分泌 IgM 提高小

学意义。

鼠血清中 IgM 水平，可以提高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此外，

2

结

方中的多种药物还具有抗炎镇痛、抗病原微生物、抗氧化等

果

药理作用，这可以作用于 UC 发病的不同阶段和部位，故同

2.1 疗效对比

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增高，中医症状积分显著

两组疗效对比具体数据（见表 1）
。

改善，且复发率降低，这应该与中医药的整体治疗、多靶点
作用有关。

表 1 两组疗效对比（n）
组别

n

临床缓解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6

10

25

11

35（76.09）

治疗组

44

19

23

2

42（95.45）

★

综上所述，中药口服加灌肠治疗 UC 除了具有中医药整体
治疗的优势外，还可以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具有疗效好、毒
副反应少、复发率低的优点。

注：与对照组比较， x2＝5.3488， P<0.05。

参考文献：

2.2 中医症状积分

[1]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疗共识(2009)[J].中国

★

★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对比具体数据（见表 2）
。

[2]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表 2 两组中医症状积分对比（分， x ± s ）
组别

总例数

治疗前积分

治疗后积分

对照组

46

20.07±6.15

14.63±5.75

治疗组

44

20.76±6.93

△

△

▲

△

9.27±4.38

☆

★

2002:139-143
[3]白世庆,刘艳红.白头翁的药理研究及临床新用[J].内蒙古中医药,2007,

☆

26(3):46-47

▲★

[4]张瑞芬,苏和.黄连的药理研究进展[J].内蒙古中医药,2010,29(3):114-117

▲

注：与对照组相比， t＝0.5001， P>0.05， t＝4.9582， P<0.05，与本组
☆

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30(5):527-532

[5]宋旦哥,孟庆刚.黄芩药理作用研究述评[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27(8):

★

治疗前相比， t＝4.3823， P<0.05， t＝9.2968， P<0.05。

2.3 不良反应、复发率对比

1619-1622

作者简介：

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未发现明显药物的不良反应。治疗
后随访六个月，对照组复发 13 例，复发率 37.14%（13/35）
；

王金周（1976-），男，最高学历：硕士；目前职称：主治医师；1996-2001

治疗组复发 5 例，复发率 11.90%（5/42）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年，河南中医学院，本科学习；2007-2010 年，河南中医学院，硕士研究

2

意义（x ＝5.4530，P<0.05）
。

生学习；研究方向：肝胆脾胃病的中医药治疗；所在医院和科室：河南
省安阳市中医院，肝胆脾胃科。

3

讨

论

UC 是炎症性肠病的一种，病变范围主要为结肠，有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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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柴胡疏肝散治疗 ICU 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CU symptoms with
modified Chaihu Shugan powder
邱 峻 麦燕芳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 广州，510800）
中图分类号：R246.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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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加味柴胡疏肝散治疗 ICU 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和对 NEECHAM 意识模糊量表评分的影响。方法：将经
NEECHAM 意识模糊量表评分诊断为 ICU 综合征的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予改善病房环境、心
理疏导，并予艾司唑仑片口服治疗；治疗组在改善病房环境及心理疏导基础上加用加味柴胡疏肝散汤剂煎服，疗程 5d。观察两组
治疗前后评分和临床症状变化。结果：治疗组 NEECHAM 评分和症状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加味柴胡疏肝散对
ICU 综合征具有良好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加味柴胡疏肝散；ICU 综合征；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Chaihu Shugan powder on ICU symptoms and influence to
NEECHAM consciousness clouding scores.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improved sickroom,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orally given estazolam,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Chaihu Shugan powder instead. Results: NEECHAM consciousness clouding scores and symptoms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Modified Chaihu Shugan powder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ICU
symptom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Modified Chaihu Shugan powder; ICU symptoms;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0
ICU 综合征是指在 ICU 治疗期间，由于 ICU 特有的环境、

表、动作、语言，得分范围 0～10 分；第三类：生理条件，包

治疗以及疾病等因素造成患者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出现的精

括生命体征、血氧饱和度、大小便失禁，得分范围 0～6 分。

神症状。除自身出烦躁焦虑、言语错乱、思维紊乱、抑郁恐惧

NEECHAM 总分为 30 分，27～30 分定为无 ICU 综合征，25～

等反应表现外，严重者可能会发生自残、伤人等过激行为。研

26 分定为轻度，20～24 分定为中度，低于 20 分为重度。符合

究证明，ICU 综合征可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死亡风险增加、

纳入标准 120 人，其中男性 72 例，女性 48 例；年龄 20～85

医疗费用增加、生活质量降低，甚至遗留长期的认知障碍。1985

岁，平均（52.3±18.7）岁，入院时神志清楚，既往无精神病

年，日本学者黑泽尚提出 ICU 综合征的新概念，即在 ICU 监

史。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 60 例，对两组分别进

护的患者意识清醒 2～3d 后出现谵妄状态和其它病症，并且这

行评分，最后对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和统计学处理。经 x2 检验，

些表现在转入普通病房后 3～4d 依然存在的，称为 ICU 综合征 。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情、病程长短、治疗方法、

目前对于 ICU 科内的病人，临床医生往往只关注他们机体上的病

NEECHAM 评分、患者依从性及 ICU 综合征严重程度比较，

理状况，忽视其心理因素和心理诉求，这不但违背心身医学的

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治疗原则，更可能给患者带来不良后果。为此笔者在临床工作

1.2 治疗方法

中探讨运用加味柴胡疏肝散干预治疗 ICU 综合征患者，取得了

1.2.1 对照组

[1]

一定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加强病情观察，改善病房环境，如减少灯光和噪音刺激，
心理疏导护理等；予艾司唑仑片 1mg 口服，3 次/d。
1.2.2 治疗组
在常规治疗护理基础上，每天口服或鼻饲加味柴胡疏肝散

选取本院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在我院 ICU 住院患

汤剂（柴胡 15g，枳壳 10g，香附 l0g，陈皮 10g，白芍 15g，

者，经采用 NEECHAM 意识模糊量表（Neelonand Champagen

川芎 l0g，甘草 10g，夜交藤 15g，酸枣仁 15g，珍珠母 30g）
，

Confusion Scale）评分，第一类：信息处理能力，包括注意力、

水煎至 250ml 内服，1 剂/d，由本院煎药室代煎。5d 为 l 个疗

记忆力、定向力，得分范围 0～14 分；第二类：行为，包括外

程。如需禁食患者改为将该汤剂煎至 200ml，保留灌肠。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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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抗抑郁、抗焦虑类西药。
1.3 疗效判定

2

1.3.1 评价方法

结

果

治疗 5d 后柴胡疏肝散组 NEECHAM 意识模糊量表评分明

采用 NEECHAM 意识模糊量表，在 5d 疗程结束后再次测评。

显上升，临床症状有明显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1.3.2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处理数据应用 SPSS12.0 统计软件分析比较，

（P<0.05）
，且未发现明显副作用和不良反应。见表 1。

表 2 组患者疗效对比 [n（%）]
治疗前
组 别

n

轻 度

治疗后（5d）

中 度

重 度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治疗组

60

33（55）

18（30）

9（33.3）

45（75）

12（20）

3（5）

对照组

60

32（53.3）

19（31.7）

9（33.3）

36（60）

17（28.3）

7（11.7）

注：治疗 5d 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结果表明加味柴胡疏肝散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3

讨

气机，宁心安神。柴胡疏肝散出自明代叶文龄所撰《医学统

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已经逐渐向“生
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过去认为疾病是单纯躯体发生
病理转变的一种表现，新的医学模式理论则强调疾病会受到
社会及心理因素变化的影响，二者共同作用于人体产生一系
列复杂变化后的一种整体表现。其中在重症医学领域具有代
表性的就是 ICU 综合征。其前驱症状是失眠，主要症状包括
有谵妄、焦虑、思维紊乱、情感障碍、行为动作异常、智能
障碍、幻觉等多种表现。近年来，大部分学者认为，ICU 综
合征主要是以谵妄状态为本质特点的精神病性症候群。
NEECHAM 意识模糊量表评分与患者住院时间呈显著正相
关，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是 ICU 中早期发现谵妄的
重要筛查工具[2]。据报道，ICU 患者中有 16%并发谵妄，约
有 12%～36%发生抑郁，与一般病人抑郁发病率（约 4%）相

旨》，为疏肝理气之代表方剂，功能疏肝解郁，行气止痛，主
治肝气郁滞证。加味柴胡疏肝散在原方基础上增添了夜交藤、
酸枣仁和珍珠母三味药，其中柴胡、枳壳、香附疏肝行气解
郁；陈皮理气和中；川芎、香附行血理气，芍药柔肝敛阴；
甘草和中益气；夜交藤、酸枣仁养心安神，珍珠母平肝潜阳。
诸药合用收疏肝解郁，宁心安神之功，使肝气条达，气血调
和，精神内守。加味柴胡疏肝散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可有效
缓解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减少了生理疾病和各种应激因素
的不利影响，对 ICU 综合征患者具有良好的治疗调节作用，
促进了患者生理和心理失衡的康复。同时，该方可避免抗焦
虑抑郁西药带来的毒副作用，使用方便灵活，费用低廉，值
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3]

比危险度更高 。而且在 ICU 中住院时间越长，发病率越高。
ICU 综合征的病因及机制迄今尚未能阐明，多数学者认为，
可能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病因可能与原发病或原发
病的并发症（如休克、脱水、感染等）、药物因素、手术麻醉
后大脑缺血缺氧、ICU 环境不适应、患者性格特质、信息缺
乏、睡眠剥夺、对各种有创性治疗的恐惧等多种因素有关[4]。
其干预措施主要有加强与患者的信息沟通、人性化管理、营
造舒适住院环境、音乐治疗、情感关怀、心理护理、药物镇
静等，其疗效不甚确切 [5] 。目前西医的治疗以对症为主，比
如对部分过于躁动患者使用苯二氮卓类及氟哌啶醇等药物镇
静；对以抑郁为主的患者使用黛力新等抗焦虑药物。但苯二
氮卓类药物有停药效应和成瘾性副作用；氟哌啶醇则容易导
致严重锥体外系反应和抑郁。

[1]齐艳,王志红,周兰珠.危重症护理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165179
[2]蔡群花,邱令云,谭桂香.NEECHAM 意识模糊量表对评估患者谵妄的可靠
性研究[J].医学信息(上旬刊),2010(6):425
[3]万献尧,张久之.ICU 综合征[J].中华内科杂志,2009,48(9):779
[4]陈婷,凌素月.ICU 病人不良心理反应的分析和探讨[J].中国当代医学,
2006,5(22):80
[5]米明珠.浅谈 ICU 综合征的病因与护理方法[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8,
21(12):1458

作者简介：
邱峻（1979-），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呼吸及重症医
学方向的研究与临床工作。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ICU 综合征以谵妄、焦虑为最常见表现。可归属于祖国
医学“郁证”、“狂证”等范畴。由于肝失疏泄，气机郁结，
气血运行不畅甚则郁而化火，上扰心神，故总的治则为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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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屏风散联用白葡奈氏菌片预防慢性支气管炎复发
效果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preventing chronic bronchitis recurrence with
Yupingfeng San combined with Staphylococcus and Neisseria tablets
李宝林
（河南宏力医院，河南 长垣，453400）
中图分类号：R56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20-02

【摘 要】 目的： 探讨玉屏风散联用白葡奈氏菌片预防慢性支气管炎复发效果。方法： 临床确诊的慢性支气管炎 50 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治疗组口服玉屏风散 10g/次，2 次/d，白葡奈氏菌片 2 片/次，2 次/d；对照组口服白葡奈氏菌
片 2 片/次，2 次/d。两组患者均连续应用 2 个月，用药前后检测血浆 IgA、IgM、IgG 浓度及统计用药前后各 1 年内复发次数。结
果： 治疗组用药后 1 年内发作次数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
，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发作次数（P<0.01）
，血浆 IgA、IgM、IgG
浓度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1）
，较对照组也有明显提高（P<0.01）
。结论： 易发病前期应用玉屏风散和白葡奈氏菌片可明显提
高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免疫能力，降低发作次数。
【关键词】 玉屏风散；白葡奈氏菌片；慢性支气管炎；预防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effects of Yupingfeng San combined with Staphylococcus and Neisseria tablets on preventing
chronic bronchitis recurrence. Methods: 5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Yupingfeng San 10g each time, Staphylococcus and Neisseria tablets 2 pieces in each time, both of
them were 2 times a day; Control group were only treated with 2 pieces of Staphylococcus and Neisseria tablets each time, 2 times a day,
the concentration of plasma IgA, IgM and IgG after 2 moths treatment and frequency of recurrence after 1 year treatment were recorded
separately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recurrence after 1 year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1)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so did than control group (P<0.01), the concentration of plasma IgA, IgM
and IgG was obviously increased (P<0.01)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so did than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Before
susceptibility period, the application of Yupingfeng San combined with Staphylococcus and Neisseria tablets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chronic bronchitis immune ability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attacks.
【Keywords】 Yupingfeng San; Staphylococcus and Neisseria tablets; Chronic bronchitis; Preven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1
慢性支气管炎是临床常见多发病，常反复发作，迁延不愈，
笔者应用玉屏风散联用白葡奈氏菌片在易发病前期应用，起到

氏菌片，2 片/次，2 次/d，两组患者均连续应用 2 个月、用药

了明显预防效果，总结如下。

各 1 年内复发次数。

1

一般资料

临床确诊的慢性支气管炎 50 例，符合内科学第 7 版诊断
标准 ，其中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52～84 岁，平均年龄
[1]

68 岁，病程 5～36 年，平均 20.5 年，无明显合并高血压、糖
尿病、慢性肝病、结缔组织疾病等其他慢性疾病，两组间性别、
年龄、病程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P>0.05），随机分为
治疗组 25 例，对照组 25 例。
2

治疗方法

前后检测血浆 IgA、IgM、IgG 浓度，回顾并跟踪统计用药前后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应用均数±

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4

治疗结果

4.1 用药前后各 1 年复发情况比较
回顾用药前 1 年及随访统计用药后 1 年后发作次数，结果

两组病人均于 2010 年 9 月开始用药，治疗组应口服玉屏

显示，治疗组用药后 1 年内发作次数明显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风散（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10g/次，2 次/d，白葡奈

（P<0.01）
，也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后的发作次数（P<0.01）
，

氏菌片（齐鲁制药生产）2 片/次，2 次/d；对照组口服白葡奈

数据统计对比均具有显著差异（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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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药 1 年前及用药后 1 年内复发情况比较 [（ x ± s ）次/年]
组别

治疗前

n

治疗后

t值

P

a

7.456

<0.01

2.314

<0.05

治疗组

25

5.21±1.25

2.51±1.31

对照组

25

5.35±1.08

4.63±1.12

注：与对照组组治疗后对比 at＝6.150，P<0.01。

4.2 血浆 IgA、IgM、IgG 含量测定结果对比

增高（P<0.01，
）较对照组治疗后也有明显增高（P<0.01）
，数

治疗组治疗后血浆 IgA、IgM、IgG 较治疗前均有不同明显

据对比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2）
。

表 2 血浆 IgA、IgM、IgG 含量测定比较 [（ x ± s ）g/L]
组别

n

治疗组

25

IgA

IgM

IgG

治疗前

2.31±0.21

1.32±0.36

12.61±2.29

治疗后

2.98±0.25a

1.91±0.21b

19.45±3.10c

t 值

－10.260

－7.078

－8.874

P值

<0.01

<0.01

<0.01

治疗前

2.28±0.58

1.29±0.52

12.42±3.35

治疗后

2.48±0.32

1.46±0.35

14.12±3.28

t 值

－1.510

－1.356

－1.813

>0.05

>0.05

>0.05

对照组

25

P值
a

a

c

注：与对照组组治疗后对比 t＝6.516，P<0.01， t＝5.512，P<0.01， t＝5.905，P<0.01。

5

讨

论

慢性支气管炎复发往往由于呼吸道免疫功能低下，加之天
气变化，受凉、劳累，而导致反复发作，白葡奈氏菌片包括白
色葡萄球菌、奈瑟卡他球菌和枯草芽孢杆菌三种细菌的灭活菌
体，其中奈瑟卡他球菌细胞壁上所含有的脂多糖成分能刺激机
体产生干扰素，可以直接激活补体 C3 途径，使体内网状内皮
系统机能活跃，白细胞吞噬能力增强，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
能力，增强呼吸道粘膜的特异性免疫功能，增强机体抵抗能力，
从而达到抗细菌抗病毒的作用。在白色葡萄球菌和枯草芽孢杆
菌细胞壁上含有丰富的胞壁酸，能够直接作用于延脑的咳嗽中
枢，抑制咳嗽反射，起到明显的镇咳作用，同时它能抑制呼吸
道腺体分泌而使痰液分泌减少，从而起到祛痰作用[2]，故本药
既能起到增强呼吸道抵抗力，减少发病次数，又能止咳化痰，
起到了标本兼治的作用。
中医认为，慢性支气管炎属于咳嗽及喘证，长期发作导致
肺卫气虚，易感受外邪而反复发作，玉屏风散是传统益气固本
扶正的经典方剂，由黄芪、白术、防风三味药物组成，临床常
用于气虚自汗，体虚感冒等卫气虚证，其中黄芪擅补脾肺之气、
使卫实表固，用作君药，白术益气健脾，协同黄芪固表止汗为
臣药，佐以防风走表而祛风邪，三味药物共奏补气固表止汗作

的能力，从而减少了患者发病次数，同时也能起到止咳化痰等
改善呼吸道症状的作用，安全有效，患者依从性好，降低了患
者治疗总费用，本研究结果显示对慢性支气管炎易感前期中西
药联合应用后免疫球蛋白明显增加，发作次数明显下降，临床
验证取得了良好效果。
作为一预防慢性支气管炎复发的一种方法，本临床观察仍
显得时间较短，尚需进一步了解服药持续时间与体内免疫应答
及预防效果之间的关系，以取得更加满意疗效。
参考文献：
[1]陆再英,钟南山主编.内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61
[2]封稚,李继红.支气炎菌苗片防治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疗效观察[J].广东
医学院学报,2002,20(4):279
[3]崔琦珍,杜群,巫燕丽,等.玉屏风颗粒益气固表作用研究[J].中国药理与临床,
2008,24(2):2-4
[4]梁春敏,吴敏毓,夏札斌,等.玉屏风散对小鼠白细胞活化作用的血清药理学
研究[J]皖南医学院学报,2001,20(4):251
[5]伍雪芳,梁春敏.玉屏风散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活化作用的血清药理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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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现代医学临床资料表明，玉屏风散能够增强细胞免疫及

李宝林，本科，副主任医师，河南宏力医院。

体液免疫能力，动物实验发现，玉屏风散对小鼠白细胞及腹腔
内巨噬细胞能起到活化作用[4-5]。
两药合用增强了呼吸道的免疫功能，增加了患者抵御外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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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菊降血压改善临床症状的研究
Research on Chuju in improving the blood pressure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hypertension
李世光 1 龚建国 2 张 涛 1 黎敬锋 1 王 超 1 陈良余 1 陆明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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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滁菊和降压药物合用对高血压 I 级和 II 级的血压改变和临床症状改善。方法：选择 76 例病人随即分
为两组，治疗组为滁菊和降压药物合用，对照组单独使用降压药物。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显效率有显著差异（P<0.05）
，而总有
效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对临床症状有显著改善。结论：滁菊有显著降血压作用，但必须与其他降压药物合用，对高血压合
并症状有明显改善作用。
【关键词】 滁菊；高血压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huju combined with hypotensive medicine on the improvement of blood
pressure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hypertension grade Iand grade II. Methods: 7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hypotensive medicine onl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Chuju as well.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e significant effective rates in both groups (P<0.05),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of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Chuju, combined with other hypotensive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hypertension and its complications.
【Keywords】 Chuju; Hyperten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2
菊花分为杭菊、亳菊、滁菊、怀菊，其中滁菊为四大名菊

18～80 岁之间，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③未用药物或者停用降压

之首，清朝就纳为贡品，故又有“滁州贡菊”之称，从 2008

药物 1 周后。

年开始，我们和滁州市滁菊研究所合作，使用“金玉牌”滁菊，

1.4 排除标准

对滁菊降血压和改善临床症状进行研究，历时 4 年时间，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根据 1999 年 WHO/ISH 四次高血压指南诊断标准：非药物

①急性冠脉综合征（ACS）
；②急性脑卒中事件 1 个月内
（不包括 TIA）；③继发性高血压，高血压危象；④继发性血
脂异常患者；⑤I 型糖尿病；⑥II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代谢紊乱；
⑦外伤或手术 3 个月内；⑧急性感染性疾病 1 个月内；⑨患者
有明显的原因，不能配合完成者。
1.5 退出标准

状态下 2 次或 2 次以上非同日重复血压测定所得平均值：收缩

①对本药物过敏者；②产生严重不良反应者；③对本药物

压 140mmHg 和（或）舒张压 90mmHg，一级高血压 140～

不耐受者；④依从性差，不能按要求服药者。随即分为两组，

159/90～99，二级高血压 160～179/100～109mmHg，根据高血

每组 38 人，两组年龄和性别无明显差异。

压指南要求需要药物治疗的。
1.2 中医症候诊断标准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监督局（2002）指定《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阴虚阳亢型主症：眩晕、头痛、腰酸、膝
软、五心烦热，次症：心悸、失眠、耳鸣、健忘、舌红少苔、

表 1 两组高血压分布情况 （n）
组别

1 级高血压

2 级高血压

对照组（38）

10

28

治疗组（38）

9

29

脉弦细而散[1]。为方便，我们选择眩晕、头痛、心悸、失眠、

1.6 观察项目与方法

耳鸣五症状作为观察指标。我们选择 76 人。

1.6.1 方法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西医诊断标准 1 级和 2 级高血压患者；②年龄在

76 例高血压采用随机配对的方法，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两
组，两组治疗前一周停用降压药物。治疗组每日泡饮滁菊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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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照组和治疗组均服用卡托普利片剂，2 次/d，25mg/次，疗

①显效：临床症状明显改善积分减少≥70%；②有效：临

程为 1 个月。收缩压在 160～180mmHg 加用氨氯地平 5mg，1

床症状有所好转，症状积分减少≥30%；③无效：临床症状无

次/d。

明显改善，甚或加重，症状积分减少≤30%。

1.6.2 观察项目

1.7 数据学处理

体征观察：治疗前 1d 及治疗开始后 1、4、7d，以后 2 次/

数据采用 IV 计算机 SPSS10.0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计数资

周，固定时间（上午 8：00～10：00；下午 15：00～17：00）

料采用卡方（x2）检验，Raclit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数

监测血压，每周测两次取平均值，被测者安静休息 10min，取

据以均数（ x ± s ）
（标准差）表示。

坐位右上肢血压。症状观察：观察眩晕、头痛、心悸、失眠、
耳鸣。分为显效、有效、无效。

2

结

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中各有 1 例因头痛、头晕退出实验，降

1.6.3 疗效判定评价标准
显效：治疗后舒张压下降≥10mmHg 并下降到正常或下降

血压治疗结果分析：治疗组 37 例，显效 30 例，有效 5 例，

20mmHg 以上，收缩压降到正常。有效：治疗后舒张压下降未

无效 2 例；对照组 37 例，显效 24 例，有效 5 例，无效 8 例。

达到 10mmHg，但已降到正常范围，或下降 10～19mmHg，如

统计与处理显效率有显著差异（P<0.05）
（x2＝6.11），总有效

为收缩期高血压，收缩压下降≥30mmHg。无效：治疗后血压

率（显效率＋有效率），无显著差异（P>0.05）（x2＝2.44）。

下降未达到有效标准。

症状对照见表 2。

1.6.4 症状疗效判定标准
表 2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显效对比
组别

n

治疗组

37

治疗前

对照组

37

眩晕

头痛

心悸

失眠

耳鸣

19

12

21

13

3

治疗后

0

0

1

1

3

治疗前

18

12

22

13

2

治疗后

4

4

7

7

2

2

2

2

注：眩晕显效率对比（x ＝4.89），有显著差异；头痛显效率对比（x ＝4.51），有显著差异；心悸显效率对比（x ＝4.76），有显著差异；失眠显效率对
比（x2＝5.64），有显著差异；耳鸣样本小，无显著差异。

3

讨

南需要药物治疗的，随机分为二组使用药物联合滁菊降血压并

论

现代药物实测表明，滁菊主要成分有：黄酮类，挥发油类，
氨基酸类和微量元素类等近百种。与其他菊花相比，黄酮、挥
发油、硒等含量均超过其他菊花，其中黄酮含量高约 32～61
倍，硒含量 8.3～52 倍，并含有必须氨基酸 8 种和微量元素 7
种，为药饮两用佳品。现代药理研究其功效有：降血压、降血
脂、治疗冠心病、抗菌、抗病毒、抗衰老。
中医学中认为菊花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菊的头状花序，性味
辛、甘、苦、微寒，归肺、肝经，具有疏风散热，清肝明目，
清热解毒功效，可用于风热感冒、发热头痛、目赤昏花、眩晕
惊风等[2]。据《现代实用中药》记载：
“滁菊不湿不燥，味清凉，
白菊中以此为最良，清肝明目效果尤佳。具有养肝明目，清热
宁心，祛风化湿，益肺滋肾等功效。主治偶感风热、头晕头痛、
[3]

目赤肿痛、咽喉肿痛、心烦耳鸣等病 ”
。

观察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和单独药物治疗进行对比。发现两者
显效率有显著性差异，但有效率无明显差异。而眩晕、头痛、
心悸、失眠、耳鸣有显著差异，结论是：滁菊为辅助降血压作
用但必须和其他降血压药物同用，对高血压合并症状有明显改
善症状。
参考文献：
[1]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5
[2]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3]叶橘泉.现代实用中药[M].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19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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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是一种世界性的的常见病，世界各国的患病率高
达 10%～20%，
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导致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害。
我国是高血压的高发国家，1991 年全国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我
国的患病率高达 11.26%，并呈逐年增高的趋势，2002 年流行

作者简介：
李世光（1966-），男，安徽定远人，心血管主任医师，2012 年被评为
安徽省第一届“江淮名医”
。

病学调查成人高血压患病率约 19%，预防重于治疗，因此寻找
安全有效的治疗高血压病的药物，改善症状，做好一级预防成
为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
从 2008～2012 年，我们选择 78 个一级和二级高血压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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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hepatic fibrosis from chronic hepatitis B with
TCM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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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5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24-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临床疗效。方法：76 例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随机分为观察和
对照组各 38 例，对照组例采用阿德福韦酯联合硫普罗宁治疗，观察组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中医药治疗；均连续治疗 6 个月后
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肝纤维化及肝脾 B 超影像变化。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肝纤维化程度的 HA、LN、IV-C 均有明显下降，治疗前
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P<0.05）；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观察组的 HA、LN、IV-C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门静脉内径、脾静脉内径和脾脏厚度均有明显下降，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P<0.05）
；
（bP<0.05）
且治疗后观察组的门静脉内径、脾静脉内径和脾脏厚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dP<0.05）。结论：中医药治疗慢性
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疗效确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乙型肝炎；肝纤维化；中医药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on hepatic fibrosis from chronic hepatitis B. Methods: 7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8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defovir combined with Tioproni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treatment more. Results: HA, LN and IV-C in both groups decreased after 6 month treatment,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P<0.05). HA, LN and IV-C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bP<0.05).
The inner diameters of portal vein and splenic vein and the thickness of splee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P<0.05) and those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dP<0.05). Conclusion: TCM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hepatic
fibrosis from chronic hepatitis B,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Hepatitis B; Hepatic fibrosis;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3
肝纤维化是多种慢性肝病，尤其是慢性肝炎发展至肝硬化

68 岁，平均（37.2±8.7）岁；病程 2～8 年，平均（4.9±1.7）

的必经阶段，是指肝脏内弥漫性的过量的细胞外基质合成过多

年；肝纤维化轻度异常 15 例，中度异常 23 例。观察组 38 例，

和降解不足的直接后果，阻断和延缓肝纤维化的发展是治疗关

男 23 例，女 15 例；年龄 28～69 岁，平均（36.7±8.4）岁；

键所在，但目前并无抗肝纤维化的特效药物，西医多采用抗病

病程 2～7 年，平均（4.8±1.4）年；肝纤维化轻度异常 14 例，

毒的药物和护肝的药物治疗[1]，疗效并不见佳，近年来中医药

中度异常 24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和肝纤维化程

抗肝纤维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为探讨中医

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临床疗效，笔者开展了相关研

1.2 治疗方法

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均嘱注意休息、避免劳累，调节饮食，戒烟酒。对照
组口服阿德福韦酯胶囊 10mg，3 次/d，口服硫普罗宁肠溶片
100mg，3 次/d。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拟定滋阴养血、
柔肝解毒中药治疗，基本方药：黄芪 20g，丹参 20g，百合 15g，

76 例患者均为 2009 年 9 月～2012 年 8 月我院内科门诊或

女贞子 15g，柴胡 15g，白芍 15g，山萸肉 15g，山药 15g，白

住院部收治的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临床诊断均符合中华医

茅根 30g，白花蛇舌草 30g，甘草 5g。两组均连续治疗 6 个月

学会肝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 2005 年制定的《慢性乙型肝

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均不用其他药物。

炎防治指南》[2]，且排除非乙型肝炎病毒、酒精等原因所致的

1.3 观察指标

肝纤维化。采用 SPSS16.0 产生的随机数字表随机将所有患者
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38 例，男 22 例，女 16 例；年龄 25～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放免法测定两组患者肝纤维化指标
血清透明质酸（HA）、层连黏（LN）及 IV 胶原（IV-C）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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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 B 超检测治疗前后患者门静脉内径、脾静脉内径、脾脏

2

厚度。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对比

1.4 统计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后，表示肝纤维化程度的 HA、LN、IV-C 均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有明显下降，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P<0.05）；

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观察组的 HA、LN、IV-C 均低于对照组，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P<0.05）
，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对比（ x ± s ，ug/L）
组别

n

对照组

38

观察组

38

时间

HA

治疗前

237.2±58.7

171.3±52.6

231.5±87.4

治疗后

a

176.7±62.6

a

140.5±47.3

158.4±68.4a

治疗前

235.1±56.8

172.6±51.8

232.6±91.5

ab

治疗后

Ⅳ-C

LN

137.1±61.6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脾 B 超检查对比

110.4±51.5

ab

116.6±58.3ab

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观察组的门静脉内径、脾静脉内径和脾
脏厚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dP<0.05），详见

两组患者治疗后，门静脉内径、脾静脉内径和脾脏厚度均
c

有明显下降，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脾 B 超检查对比（ x ± s ，mm）
组别

n

对照组

38

观察组

3

讨

38

时间

门静脉内径

脾静脉内径

脾脏厚度

治疗前

14.2±1.41

11.5±3.72

46.8±5.31

治疗后

c

c

44.3±4.62c

12.8±1.36

7.6±3.13

治疗前

235.1±56.8

11.8±3.82

46.6±5.25

治疗后

12.1±1.25cd

6.5±2.94cd

42.7±3.96cd

论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由于 HBV 的复制，导致肝细胞持续
破坏而发生纤维化，进而肝小叶结构改变，假小叶及结节形
成，以至 20%～40%的患者最终发展为肝硬化乃至肝癌 [3]。
因此，阻断乃至逆转肝纤维化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关键问
题。临床中多采用抗 HBV 药物配合护肝药物治疗，如阿德
福韦酯联合硫普罗宁治疗。阿德福韦是单磷酸腺苷类似物，
能通过竞争脱氧腺苷三磷酸底物，使 HBV-DNA 链的延长终
止而抑制 HBV-DNA 复制；而硫普罗宁作为一种巯基丙酸的
衍生物，可通过抑制 HSC 增殖的 C2-M 期，从而起到抗肝
纤维化的作用 [4] 。
根据本病临床表现，应属祖国医学之“胁痛”
、
“积聚”等
范畴，笔者赞同北京叶永安教授的观点[5]，认为本病的基本病
机为正虚毒瘀，其中“毒伤肝络、瘀血阻络”为本病发展的基
本脉络，“脾虚”则是贯穿疾病始终的基础，据此笔者自拟中
药方从滋阴养血、柔肝解毒的角度予以治疗。方中用黄芪、山
萸肉、山药健脾养血，又以百合、女贞子、白芍滋阴柔肝，加
以白茅根、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辅以丹参活血化瘀、柴胡疏

度下降，表明两种治疗手段均是有效的，但加用中医药治疗的
患者治疗后的肝纤维化程度明显低于单纯采用西药治疗者，这
说明中医药在逆转肝纤维化及改善临床症状上具有良好的疗
效。当然笔者对中医药治疗本病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但相
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药必定为本病的治疗做出巨大贡
献。
参考文献：
[1]马峥,江一平,李娅娅,等.慢性肝炎肝纤维化的中医药治疗现状[J].江西中
医药,2010,41(2):67-70
[2]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
南[J].中华传染病杂志,2005,23(6):421
[3]赵明志.中西医结合治疗乙型肝炎肝纤维化临床观察[J].中国医药导报,
2012,9(11):130-131
[4]苏军汉.丹参酮 IIA 联合硫普罗宁治疗慢性肝炎肝纤维化的临床疗效观察[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1,32(18):2935-2936
[5]叶永安.慢性肝炎肝纤维化的中医药治疗对策[J].江苏中医药,2007,39(5):
1-2

肝解郁，甘草调和。诸药配合，使得脾虚得补，气血复常，肝
毒得解。
研究显示，两组患者经治疗后，肝纤维化程度均有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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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排卵功能障碍性不孕症 60 例
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60 cases of ovulatory dysfunctional
nfertilitas femin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王学兰 1 刘玉华 2
（1.惠州市惠阳区人民医院，广东 惠州，516211；2.惠州市惠阳区计划生育服务站，广东 惠州，516211）
中图分类号：R27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26-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汤剂联合西药治疗排卵功能障碍性不孕症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1 年 6 月～2012 年 8 月我
院妇产科收治的 60 例排卵功能障碍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采用中药汤剂联合西药治疗，对
照组进行单纯西医治疗，治疗 1 年后判定疗效。结果：治疗组治愈率 86.67%，对照组治愈率 73.33%，治疗组治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结论：中药汤剂联合西药治疗排卵功能障碍性不孕症疗效显著，安全可靠。
【关键词】 排卵功能障碍；不孕症；中药汤剂；雌激素；黄体酮；克罗米芬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on ovulatory
dysfunctional nfertilitas feminis.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given only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TCM decoction more. The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fter 1 year.
Results: The cur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6.6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CM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al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safe on ovulatory dysfunctional nfertilitas feminis.
【Keywords】 Ovulatory dysfunction; Nfertilitas feminis; TCM decoction; Estrogen; Luteosterone; Clomiphe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4
排卵功能障碍是导致女性不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临床表

运用中医汤剂进行人工周期调整排卵周期。西医可根据子宫内

现主要是：慢性无排卵或排卵异常，包括未破裂卵泡黄素化或
黄体缺陷与黄体功能不足等。近年来，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

膜的增生期、排卵期、分泌期、经期的规律调整周期。中医按
（补肾活血化瘀）补肾活血调经立法，进行中药人工周期疗法。

作压力增大，女性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发病率有上升趋势。促排
卵是排卵障碍性不孕症的主要治疗方法，药物和方法很多，疗

西医分为子宫内膜增生期-排卵期-子宫内膜分泌期-月经期进
行治疗。第 1 阶段（增生期）
，即月经周期的第 5～10d，用促

效不一，单纯使用西药促排卵，排卵率高，但妊娠率低，疗效
不甚理想，中医药治疗不孕症有其独特的优点和优势[1]。目前

卵泡汤：当归、熟地黄、白芍、枸杞子、炒枣仁、茺蔚子、女
贞子、旱莲草、怀山药、鹿角霜、陈皮、砂仁各 10g，何首乌、

对于排卵功能障碍性不孕症临床上多采用西医的激素治疗，但
临床疗效有限，近年来，我院采用中西医联合治疗排卵功能障

菟丝子各 15g。1 剂/d，水煎服，早晚分服，可以随证施治增减。
第 2 阶段（排卵期）
，即月经周期的第 11～15d，用促排卵汤：

碍性不孕症，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当归、香附、桃仁、红花各 9g，丹参、赤芍、茜草、鸡血藤、
蛇床子、仙茅、菟丝子、仙灵脾、怀山药各 10g，桂枝 6g。1 剂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1 年 6 月～2012 年 8 月我院妇产科收治的排卵功
能障碍性不孕症患者 60 例（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
。采用随机
法，分为治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所有患者均行 B 超检查、
基础体温监测以及排卵检查确诊为排卵功能障碍性不孕症。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委员会制定的不孕症诊断标准
以及治疗指南[1]。
1.3 纳入标准
育龄女性，均未行子宫以及双侧附件手术，有正常性生活，
未经避孕，1 年内仍未受孕，确诊为排卵功能障碍性不孕症的
患者[2]。
1.4 排除标准
有严重的心肺疾病、脑血管疾病以及全身系统性疾病者排
[2]

除，排卵功能正常的不孕症患者排除在外 。
1.5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中药汤剂联合西药。月经周期可分为四期，

/d，水煎服，早、晚分服。第 3 阶段（黄体期）
，即月经周期的
第 15～24d，用促黄体汤：熟地黄、阿胶、女贞子、旱莲草、怀
山药、当归、太子参、仙灵脾、仙茅各 10g，何首乌、菟丝子
各 15g。1 剂/d，水煎服，早、晚分服。第 4 阶段（行经期）
，
即经前 3d，用理气活血调经汤，泽兰 9g，茺蔚子、当归各 12g，
柴胡、赤芍、丹参、炒枳壳各 10g，小茴香、川芎、香附各 6g，
1 剂/d，水煎服，早、晚分服。以上可以随证施法增减。西医
疗法以调整内分泌的功能，促进卵巢排卵为原则。对于体内的
雌激素水平相对较低的患者给予雌激素补充治疗。在周期第 5d
开始，每天服用合成 0.625mg 雌激素，或者 1mg 雌激素，1 个
周期为 22d。也可采用雌激素孕激素序贯疗法，在周期第 5d
开始，口服雌激素 22d，从服药的第 12d 起加服 10mg/d 黄体酮
共用 10d。或使用克罗米芬疗法治疗。对每位患者进行超声监
测，若卵泡成熟但是仍然不排卵，可肌注 5000～10000 单位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36～72h 后会自发排卵，排卵之后可每天用
10～20mg 黄体酮或者每 2d 肌注 1000～2000 单位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支持黄体功能。
（下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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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清脑颗粒治疗脑卒中后抑郁 34 例
Clinical effect of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on treating 34 cases of PSD
曾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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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27-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养血清脑颗粒联合盐酸氟西汀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8 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治疗各 34 例，对照组给予盐酸氟西汀口服，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养血清脑颗粒，连续治疗 8 周。采用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程度的变化，并比较不良反应的差异。结果：两组患者疗程结束后抑郁
程度均有改善，治疗组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治疗组 HAMD 评分降低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采用养血清脑
颗粒联合盐酸氟西汀治疗脑卒中后抑郁可以改善患者抑郁程度，还可降低盐酸氟西汀引起的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养血清脑颗粒；盐酸氟西汀；脑卒中后抑郁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on
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 Methods: 6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4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more. Results: The symptoms in both groups were
improved,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HAMD
scores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PSD, and it also improved the side effects caused by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effect.
【Keywords】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PS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5
脑卒中后抑郁症（PSD）是脑卒中后的常见并发症，是一

患者分别在治疗前、治疗 4 周、治疗 8 周后进行汉密尔顿

种包括多种精神症状和躯体症状的复杂的情感性障碍性疾病，

抑郁量表评分。治疗前后分别检查血、尿常规和肝、肾功能。

严重影响中风患者的病情康复和生活质量。有人统计 PSD 的发

同时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减分率

病率国内为 43.7%，国外为 49.3%[1]，其高发病率已经引起国

标准进行评定，痊愈：HAMD 评分减分率≥75%；显效：HAMD

内外的广泛关注。2010 年 12 月～2011 年 12 月，我们应用养

评分减分率 50%～75%；好转：HAMD 评分减分率 25%～49%；

血清脑颗粒联合氟西汀治疗脑卒中 34 例，疗效满意。

无效：HAMD 评分减分率<25%。

1

资料与方法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计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均为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患者，共计 68 名，根据
入院顺序按信封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4 名，
其中男 15 名，女 19 名，年龄 41～75 岁，病程 2 个月～5 年。
对照组 34 名，其中男 18 名，女 16 名，年龄年龄 40～74 岁，
病程 1 个月～4 年。病例纳入标准：①所有病例均符合 2010

数资料比较采用 x2 检验。P<0.05 代表有显著性差异。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的抑郁症状均有明显改善，治疗组的

年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中的诊断标准；②符合《中国精神疾

有效率为 91.18%，对照组的有效率为 85.29%，治疗组的有效

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2]；③汉密尔顿抑郁

率高于对照组，两者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情

量表（HAMD）24 项总评分≥18 分。病例排除标准：①既往

况见表 1。治疗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降低程度优于对照组，

有痴呆、失语或其他严重认知障碍者；②既往有精神病抑郁症

两者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情况见表 2。

病史及家族性精神病史者；③合并有心、肺、肝及造血系统严
重疾病者；④2 周内接受中西药抗抑郁治疗者；⑤过敏体质使
治疗不能进行者；⑥年龄小于 40 岁或大于 75 岁。两组患者的
性别、年龄、病程、基础疾病和 HAMD 评分等方面比较，差
异不明显（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在脑血管病常规治疗基础上，治疗组口服养血清脑颗粒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4

5

17

9

3

91.18

对照组

34

2

8

19

5

85.29

注：两组比较 P<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x ± s ）

4g，3 次/d，盐酸氟西汀 20mg，1 次/d。对照组口服盐酸氟西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 4 周

治疗 8 周

汀 20mg，1 次/d。疗程 8 周。所有研究对象的基础疾病，如高

对照组

34

29.03±4.46

19.74±3.83

13.29±5.39

血压、糖尿病等进行常规治疗。

治疗组

34

28.21±4.35

23.50±3.78

16.21±3.77

1.3 观察指标与判断标准

注：两组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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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性评价

中之气药”，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功效。当归可补血行血。

治疗期间对照组出现轻度头晕 3 例，失眠加重 1 例，症状

熟地和白芍补血养阴、白芍又兼有平抑肝阳的作用。当归与熟

均较轻，经对症处理症状恢复。68 例患者治疗期间的血、尿常

地同用有滋阴养血祛瘀作用。决明子、夏枯草有清肝热、抑肝

规和肝、肾功能均未发现明显异常。

阳之效。珍珠母平肝潜阳安神镇痉。细辛以通窍止痛为主。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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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脑颗粒全方养血平肝、活血通络、行气止痛，恰合中风致

近年来有关研究显示，中风后抑郁症的发生与神经递质缺
[3]

郁之病机。本临床研究显示，养血清脑颗粒联合盐酸氟西汀治

乏有关。Starkstein 认为，急性脑血管疾病病灶破坏了去甲肾

疗脑卒中后抑郁可以明显改善患者抑郁程度，降低盐酸氟西汀

上腺素（NE）能神经元和 5-HT 神经元及其通路，使这两种神

引起的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经递质低下而导致抑郁症。氟西汀是一种选择性 5-HT 再摄取

参考文献：

抑制剂，通过阻断突触前膜的 5-HT 再摄取而增加中枢神经系

[1]王春霞.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抑郁与神经功能缺损的相关性研究[J].精神

统突触间隙 5-HT 的浓度，有效治疗抑郁及其伴随症状。祖国

医学杂志,2011:24(1)37

医学认为 PSD 属于“郁证”范畴，是继发于中风之后的一种情

[2]中华医学会精神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S].2 版.济南:山东科

志异常疾患，其形成以脏腑虚衰为病理基础，在此基础上因情

学技术出版社,2001:4

志不遂致气机郁滞，气血阴阳失调，脏腑功能失常。情志不畅，

[3]StarksteinSE;RobinsonRG; Price TR Comparison of patients with and

肝气郁结，气郁化火，耗伤肝阴，肝肾阴虚，水不涵木，肝阳

without poststroke major depression matched for size and location of lesion.

亢逆无所制，则上扰清窍或肝气乘脾，脾失健运，蕴湿生痰，

Arch Gen Phychiatry1988,45(3):24:7-52

痰淤阻窍或肝郁抑脾，耗伤心气，营血渐耗，心失所养，神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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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只给予单纯的西医治疗。西医治疗同上。

个阴消阳长，生满盈溢，藏泄有时的生理生殖过程，主要依靠
肝主疏泄的调节功能。肝肾二脏联系甚密。肾藏精，肝藏血，

1.6 疗效判定
治疗 1 年后判定疗效。参照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委员会

肝血可以转化为肾精，肾精又可以滋养肝血，
“精血互生”
、
“肝

制定的不孕症诊断标准以及治疗指南。痊愈：治疗之后 1 年

肾同源”，治疗必须肝肾同治。使肝肾足，精血充，血海盈，

内怀孕；有效：治疗 1 年之后虽然未怀孕，但超声监测发现

气血调畅。冲任通盛，阴阳调合，才能保证排卵功能正常。调

卵泡发育或者排卵，或基础体温变为双相；无效：均不属以

补肝肾类中药具有性激素，或促性腺激素样作用，并能提高垂

上情况。

体、卵巢对这些激素的反应[3]。所以采用中医人工周期调整，

2

结

补肾兼活血化瘀，调理冲任结合西医激素疗法促进排卵以治

果

本，可同时提高排卵率以及受孕率。本研究中治疗组的治愈率

2.1 基线资料

为 86.67%；对照组的治愈率为 73.33%；治疗组治愈率显著高

本研究共纳入排卵功能障碍性不孕症患者 60 例，治疗组

于对照组。因此采用中西医联合疗法调节排卵，既重视治疗的
完整统一性，又突出对局部器官的调节，进行个体化疗法，可

30 例，对照组 30 例。两组基线资料（见表 1）
。

更加有效地促进排卵，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表 1 两组基线资料（ x ± s ）
组别

n

年龄（岁）平均年龄（岁） 病程（年） 平均病程（年）

治疗组

30

23～38

34.5±3.5

2～10

6.9±3.1

对照组

30

26～39

36.1±5.7

3～12

6.4±2.8

参考文献：
[1]曹泽毅.中华妇产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23-25
[2]李少华,王敏.中西药联合治疗女性肾气虚型无排卵性不孕症 29 例[J].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27(15):402-403

2.2 临床疗效
治疗 1 年，治疗组治愈率优于对照组（见表 2）
。

[3]李淑玲.益肾活血汤治疗排卵障碍性不孕症 60 例[J].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8,42(4):34-35

表 2 两组治疗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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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痊愈

有效

无效

治愈率（%）

治疗组

30

18

8

4

86.67

王学兰，惠州市惠阳区人民医院妇儿中心，副主任医师。

对照组

30

14

8

8

73.33

刘玉华，惠州市惠阳区计划生育服务站妇科，主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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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以肝为先天，肝藏血，主疏泄，月经周期的变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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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渗湿法治疗证属阴黄的黄疸型肝炎 62 例
疗效观察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2 cases of jaundice hepatitis by
the Wenyang Shenshi method
窦乘华
（湖南省永州市中医院，湖南
中图分类号：R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29-02

永州，425000）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观察温阳渗湿法治疗证属阴黄的黄疸型肝炎的疗效。方法：62 例患者被随机分为中医治疗组（采用茵陈
术附汤配合春泽汤为基础方加减，配合甘利欣静滴）31 例和对照组 31 例（采用舒肝宁配合甘利欣联合静滴）
。用药 4 周后评定疗
效，1 周后记录肝功能中 Tbil，ALT 的变化情况及临床症状体征。结果：采用温阳渗湿法治疗后治疗组证候总有效率为 87.0%，
对照组总有效率 70.9%，两组总有效率数据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药内服配合西药治疗在改善辨证属阴黄的
黄疸型肝炎症状体征及主要肝功能指标上有较好的疗效，显示了良好的前景，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黄疸型肝炎；阴黄；温阳渗湿法；茵陈术附汤；春泽汤
【Abstract】 Qbjective: To observe efficacy of Wenyang Shenshi in treating jaundice hepatitis. Methods: 6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1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Yinchenshu decoction, Chunze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Ganlixin IVI.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hu gan ning combined with Ganlixin IVI. Medicine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fter 4 weeks,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change of Tbil, ALT in liver function was record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7%,
and 70.9%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re was a great efficacy for TCM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on improving the syndrome of Jaundice hepatitis and the main index of liver function, it has a good
prospect and be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Keywords】 Jaundice hepatitis; Yin Huang; Wenyang Shenshi method; Yinchenshu decoction; Chunze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6
阴黄与阳黄之分起自于元代医家罗元益。近代中医将其理

岁，平均年龄 41 岁，包括急性黄疸型肝炎 4 例（乙型肝炎 3

论广泛用于黄疸型肝炎的辨证论治中。指出证属阳黄者，以面

例，戊型肝炎 1 例）
，淤胆型肝炎 2 例（戊型肝炎 1 例，乙型

目黄色鲜明，病程较短为临床特点，多由湿热或疫毒引起；证

肝炎 1 例）
，慢性乙型肝炎重度 15 例，慢性重度肝炎 4 例，乙

属阴黄者，以面目黄色晦暗，病程较长为特点，多由寒湿或瘀

型肝炎后活动性肝硬化 6 例。
所有患者 TBil 均大于 62.5μmol/L，

血引起。黄疸病，阳黄常见而易治，阴黄少见而难愈。临床上

最高达 531.2μmol/L，平均（232±55.3）μmol/L，总胆汁酸 57～

由阳黄迁延或治疗失误渐变为阴黄者屡见不鲜，亦有发病即表

168.2μmol/L。上述两组病例经 t 值检验，在年龄、性别比及疾

现为阴黄者。笔者根据黄疸的传统中医理论，采用温阳渗湿的

病状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方法以茵陈术附汤合春泽汤加减治疗辨证属阴黄型的病毒性

1.2 诊断标准

肝炎，取得的了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全部病例均为 2010.3～2012.5 我院门诊及住院确诊为黄

西医标准：参照 2000 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学分
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标准[1]。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文献相关内容[2]。
1.3 排除标准
①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65 周岁以上者；②晚期慢性重症

疸型病毒性肝炎，并通过中医辨证属阴黄的患者，共 62 例，

肝炎、急性、亚急性重症肝炎；③有严重的心、肝、肾、呼吸、

年龄全部在 18～65 周岁，依从性较好。分成治疗组 31 例与对

血液和内分泌疾患血管性疾病，如柏-查综合征；④妊娠和哺乳

照组 31 例。治疗组中男性 25 例，女性 6 例，年龄 18～65 岁

期妇女或患有精神障碍者、法律裁定的残疾人；⑤相应药物过

平均 44 岁：包括急性黄疸型肝炎 3（乙型肝炎 2 例，甲型肝炎

敏、禁忌者；⑥其他感染性疾病如肝结核，黑热病，肺结核，

1 例）
，淤胆型肝炎 3 例（戊型肝炎 2 例，乙型肝炎 1 例）
，慢

艾滋病等；⑦未完成观察时间及观察项目者；⑧合并原发性、

性乙型肝炎重度 16 例，慢性重度肝炎 4 例，乙型肝炎后活动

转移性肝癌，遗传代谢肝病，原发胆汁性肝硬化、硬化性胆管

性肝硬化 5 例。对照组中男性 27 例，女性 4 例，年龄 17～60

炎、肝外胆管梗阻所致的黄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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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3

2.1 治疗组

观察项目及方法
治疗前后每周查肝功能、凝血酶原时间及活动度，血清电

以茵陈术附汤合春泽汤加减（药物组成：茵陈 15g，炮附

解质、血常规并记录症状，体征尿量的变化。治疗 4 周后比较

片 6g（先煎）
，白术 15～30g，茯苓 15g，党参 10g，猪苓 15g，

两组有效率。

甘草 6g）为基础方，加减：兼见热象者加连翘，败酱草，叶下

3.1 疗效评定指标

珠；兼脾气虚者加黄芪，山药；兼脘痞腹胀较甚者加大腹皮，

①显效：疗程结束时肝功能恢复正常或接近正常，症状消

白扁豆行气除满；兼见阴虚者，加首乌，女贞子，白芍；兼纳

失；②有效：疗程结束后，TBil 比较治疗前下降（>50%）
，症

差明显者加神曲、谷芽、麦芽以行气导滞。水煎服，口服 2 次/d。

状，体征及肝功能均有好转；③无效：TBil 下降不明显（<50%）

另给予甘利欣 30ml 加入 10%的葡萄糖水中静滴，并补充相应

或不降反升，肝功能无好转，或死亡。

的维生素。

3.2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2.2 对照组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给予舒肝宁 20ml 加入 5%的葡萄糖水中静滴，
甘利欣 30ml
加入 10%的葡萄糖水中静滴，补充相应的维生素。四周为 1 个

4

疗程，共用药 1 个疗程。两组在服药期间，均停用其他药物。

结

果

4.1 两组治疗前后主要肝功能指标比较（见表 1）

服药前后分别观察症状改善情况，计算综合症状量化评分，对

治疗后治疗组 TBil 与 ALT 比对照组明显下降，有非常显

所得到的症候积分计算总有效率，做出疗效评价，并对主要的

著差异（P<0.02）
。

单项症状做出评定。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主要肝功能指标比较
组别

n

治疗组

31

对照组

时间

31

TBil（μmol/L）

ALT（u/L）
614.26±176.30

治疗前

230.33±55.12

治疗后

75.52±28.56

治疗前

235.16±56.32

586.15±181.53

治疗后

128.96±37.45

205.65±82.76

①

97.54±45.68

①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2。

4.2 两组单项症状疗效比较（见表 2）

化的一个最根本，也是最终的原因。我们发现阴黄的病机为多
为：①湿从寒化；②阳黄失治；③迁延不愈；④过服苦寒之药；

表 2 两组单项症状疗效比较

⑤素体虚弱；最终导致脾阳不振，运化失职而致寒湿凝滞成为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1

5

22

4

87.0

出自程钟龄的《医学心悟》，由茵陈，白术，附子，干姜，甘

对照组

31

3

19

9

70.9

草（炙），肉桂（去皮）组成，主治“阴黄身冷，脉沉细，身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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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对黄疸型肝炎的治疗仍然多以综合对症支持治疗为
主，虽然有人工肝及肝移植治疗重症肝炎的方法，但是临床疗
效依然有效，费用居高不下。近年来在西医综合治疗的基础上，
采用中西结合的治疗措施，在黄疸的消退，并发症的发生，及
降低病死率方面有了明显的作用。
阴黄一词最早见于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现在多指黄
疸一证中由寒湿所致，起病缓，病程长，黄色晦黯如烟熏，脘
闷腹胀，畏寒神疲，口淡不渴，舌淡白，苔白腻，脉濡缓或沉
迟，一般病情缠绵，不易速愈。随着社会因素及生活方式的变
化，我们发现黄疸型肝炎患者中辨证属于阴黄或者阴阳黄者日
趋多见。常用的清热祛湿退黄药物治疗此类病人疗效往往并不
满意。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蒋玉式按》指出：
“阴黄之
作，湿从寒化，脾阳不能化湿……”脾阳虚损是阳黄向阴黄转

阴黄。故治疗上多用温阳健脾渗湿的方法来调治。茵陈术附汤

如熏黄，小便自利者”。至今仍为治疗阴黄的代表方剂；而春
泽汤出自明代方贤的《奇效良方》主治“烦渴引饮，小便不利，
兼治伤寒阴阳不分，疑二者之间”。是疏肝健脾渗湿的有效方
剂，两方合用加减共奏温阳健脾渗湿之功。同时我们发现在温
阳渗湿的基础上根据病人情况分别酌加清热解毒、养阴益气的
药物则疗效更佳。本研究采用温阳渗湿法治疗后改善的总有效
率为 87.0%，对照组总有效率 70.9%，两组对照有统计学意义
（P<0.05），尤其在改善临床症状上尤其明显，显示了良好的
前景，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2000 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学分会,肝病学分会.病毒性肝炎防治
方案[J].中华肝病学杂志,2000,8(6):324
[2]田德禄.中医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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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术茯苓胶囊的制备及临床应用
Prepara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Qizhu Fuling capsule
周长峰 任连堂
（聊城市中医医院，山东 聊城，252000）
中图分类号：R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31-02
【摘 要】 目的：建立芪术茯苓胶囊的制备方法及临床应用。方法：采用部分药材粉碎加水提取物混合制粒填充胶囊；质量控
制用显微鉴别和薄层色谱法对本品中成分鉴别，用水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测定浸出物；临床观察 120 例病人。结果：制
备方法简单易操作；鉴别斑点清晰，无干扰，浸出物不少于 20%；临床观察有效率 83.3%。结论：本品所建立制备方法简单易行；
质量控制可靠、准确、专属性强，可有效控制芪术茯苓胶囊的质量；临床观察疗效确切。
【关键词】芪术茯苓胶囊；制备方法；波层色谱法；水溶性浸出物；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preparation method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Qizhu Fuling capsule. Methods: The herbs were
crushed to pieces, extracted with water and filled into capsules. The quality control was taken by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and thin-layer
chromatography in ingredients identification, and hot-dip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water-soluble extract assay. 120 patients were
clinically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preparation method is simple and easy to operate, with clear identify spots and without interference,
extract no less than 20%.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is 83.3%. Conclusion: This product created the preparation method is simple; quality
control and reliable, accurate, specific, and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quality of the Qizhu Fuling capsule; efficacy of clinical observation.
【Keywords】 Qizhu Fuling capsule; Preparation methods; Wave layer chromatography; Water soluble extract;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7
芪术茯苓胶囊是我院肿瘤科基于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针

以上 11 味，生黄芪 100g，白术 60g，姜半夏 60g，女贞子

对绝大部分恶性肿瘤化疗后骨髓抑制患者存在的“脾肾两虚”

60g，粉碎成细粉。余药混合煎煮 2 次，第 1 次煎煮 1h，第 2

的病机特点拟定“补肾填精，健脾益气”为主要治法的“芪术

次煎煮 1h，合并煎液，浓缩得稠浸膏；与粉碎的药物混合制粒，

茯苓汤”，经临床科研病例的系统观察，用于防治化疗导致的

干燥。装入胶囊，制成 1000 粒，即得。

白细胞减少，具有较理想的治疗效果。我院制剂室对该药进行
了系统研究，并申报为医院制剂。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水分测定仪、药物崩解仪、细菌、霉菌培养箱等；硅胶 G

3

质量控制

3.1 性状
本品为硬胶囊，内容物为土黄色的粉末或颗粒，气微，味
微甘。
3.2 鉴别[1]

薄层色谱板（青岛海洋化工厂）。

为处方中生黄芪、白术、姜半夏、女贞子的显微特征鉴别。

1.2 试剂与样品

纤维成束或散离，壁厚，表面有纵裂纹，初生壁与次生壁

石油醚、乙酸乙酯、甲苯、三氯甲烷、正己烷、甲醇、正

分离，两端常断裂成须状，或较平截（生黄芪）。石细胞淡黄

丁醇等，均为分析纯；芪术茯苓胶囊（聊城市中医医院制剂室，

色，单个散在或三数个成群，呈类圆形、多角形或少数纺锤形

批号：20110510、20110511、20110512）
。

（白术）
。草酸钙针晶成束或随处散在（姜半夏）
。果皮表皮细

1.3 对照品及对照药材

胞黄棕色或紫棕色，表面观呈类多角形（女贞子）
。

（均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1.3.1 对照品
橙皮苷对照品（批号：120916-200603）、黄芪甲苷对照品
（批号：111685-200401）
。
1.3.2 对照药材
枸杞子对照药材（批号：121007-200806）
。
2

制备方法

2.1 处方
黄芪 300g，茯苓 120g，白术 120g，鸡血藤 200g，牡蛎
100g，姜半夏 90g，陈皮 90g，鸡内金 100g，女贞子 120g，
枸杞 150g，白花蛇舌草 300g。
2.2 制法

3.2.1 黄芪的鉴别
3.2.1.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 20 粒，加甲醇 30ml，加热回流 1h，滤过，滤液蒸
干，残渣加水 10ml，微热使溶解，用水饱和的正丁醇振摇提取
2 次。20ml/次，合并正丁醇液，用氨试液洗涤 2 次，20ml/次，
用水洗涤 2 次，20ml/次，正丁醇液蒸干，残渣加甲醇 1ml 使
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
3.2.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黄芪甲苷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 1ml 含 1mg 的溶液，作
为对照品溶液。
3.2.1.3 阴性对照溶液的制备
取缺黄芪的阴性样品适量，按照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制
成缺黄芪的阴性对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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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 黄芪的薄层鉴别
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一部附录 VIB）试验，吸取
上述三种溶液各 10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条带状
点样，以三氯甲烷-甲醇-水（13∶7∶2）的下层溶液为展开剂，
展开，取出，晾干，喷以 10%硫酸乙醇溶液，在 105℃加热至
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显相同颜色的斑点；置紫外光灯（365nm）下检视，显相同颜
色的荧光斑点。阴性对照溶液无干扰。
3.2.2 陈皮的鉴别
3.2.2.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 10 粒，置索氏提取器中，加石油醚（30℃～60℃）
50ml，加热回流 1h，弃去石油醚，加甲醇 40ml，加热回流 1h，
提取液置水浴上蒸干，残渣加甲醇 10ml 使溶解，滤过，滤液
作为供试品溶液。
3.2.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橙皮苷对照品，加甲醇制成饱和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3.2.2.3 阴性对照溶液的制备
取缺陈皮的阴性样品适量，按照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制
成缺陈皮的阴性对照溶液。
3.2.2.4 陈皮的薄层鉴别
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一部附录 VIB）试验，吸取
上述三种溶液各 3μl，分别点于同一用 0.5%氢氧化钠溶液制备
的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乙酸乙酯-甲醇-水（100∶17∶13）为
展开剂，展至约 3cm，取出，晾干，再以甲苯-乙酸乙酯-甲酸水（20∶10∶1∶1）的上层溶液为展开剂，展至约 8cm，取出，
晾干，喷以 1%三氯化铝甲醇溶液，晾干，置紫外光灯（365nm）
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
同颜色的荧光斑点。阴性对照溶液无干扰。
3.2.3 枸杞子的鉴别
3.2.3.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 6 粒，加甲醇 30ml，超声处理 30min，滤过，滤液
蒸干，残渣加乙酸乙酯 10ml 溶解，滤过，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3.2.3.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4

临床观察

4.1 临床资料
全部 240 例患者均为我院肿瘤科 2006 年 10 月～2011 年
10 月住院患者，按照《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断规范》[2]的标准，
经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为恶性肿瘤，临床表现除原发病的表现
外，尚伴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自汗或盗汗，食少纳差，腰膝
酸软，畏寒怯冷，舌淡或舌红少苔，脉弱或沉细，易患上呼吸
道感染等，排除合并感染发热者；所有病例均采用标准化疗方
案[3]，化疗前白细胞均正常，化疗后第 7d 复查血常规示白细胞
计数＜4.0×109/L，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20 例，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组间均衡性较好，具有可比性。
4.2 方法
4.2.1 治疗方法
本研究的患者尽可能不采用辅助治疗方式，不输注成分
血，治疗组：给口服芪术茯苓胶囊，2 次/d，4 粒/次，口服每
28d 为 1 个疗程并随访血常规。对照组：给予利可君 40mg，3
次/d 口服；每 28d 为 1 个疗程并随访血常规。
4.2.2 疗效判定
根据《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的“升白细胞药疗效
标准”中的“药源性白细胞减少疗效标准”，分显效、有效、
无效。①显效：连续 2 次白细胞计数及分类恢复正常范围
（>4.0×10 9/L）或由 2.0×10 9/L 上升至 4.0×10 9/L，并维持
2 周以上。②有效：白细胞计数较治疗前提高 100%或上升至
3.0×109/L 以上，且中性粒细胞数>3.0×109/L，并维持 2 周以
上。③无效：经充分治疗后，白细胞无明显增高。
4.3 结果
治疗组 120 例，显效 44 例、有效 56 例、无效 20 例，总
有效率 83.3%。对照组 120 例，显效 24 例、有效 40 例、无效
56 例，总有效率 53.3%。
5

讨

论

该制剂制备方法简便易行，选用部分药材粉碎作为辅料既
节省了淀粉，又能充分保留药物的成分。鉴别方法专属性强、

取枸杞子对照药材 1g，加水 40ml，煎煮 15min，放冷，

重现性好；试验中曾经选用白术、茯苓的薄层色谱鉴别，但干

滤过，滤液加乙酸乙酯 20ml 振摇提取，取乙酸乙酯液，浓缩

扰太多而放弃。选用测定浸出物的方法作为制剂的定量方法，

至 1ml，作为对照药材溶液。

考虑到中药制剂的总浸出物与中药制剂的疗效关系较密切。

3.2.3.3 阴性对照溶液的制备
取缺枸杞子的阴性样品适量，按照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
制成缺枸杞子的阴性对照溶液。

临床观察患者 120 例，对照组 120 例；结果治疗组有效率
83.3%，对照组有效率 53.3%。说明该药疗效确切，值得临床
推广。

3.2.3.4 枸杞子的薄层鉴别
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一部附 VIB）试验，吸取上

参考文献：

述三种溶液各 10μl，条带状点样，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

[1]《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M].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1:34

上，以三氯甲烷-正已烷-乙酸乙酯（7∶10∶3）为展开剂，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六册)[M].北京:北

开，取出，晾干，置紫外光灯（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

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1:725-736

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3]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阴性对照溶液无干扰。

2002:139

3.3 浸出物的测定
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录 XA）
项下的热浸法测定，用乙醇作溶剂，不得少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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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石胶囊的制备与疗效观察
Preparation and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he Shenshi capsule
卢爱萍
（山东省交通医院，山东 济南，250031）
中图分类号：R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33-02

【摘 要】 目的：研究肾石胶囊制备，质量控制与疗效观察。方法：采用填充法制成的胶囊，建立质量控制标准，应用于临
床。结果：胶囊质量稳定控制，临床应用 80 例，总有效率 90%。结论：该制剂质量稳定，安全、有效。
【关键词】 肾石胶囊；制备；质量控制；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paration ,quality control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kidney stone capsule. Methods: The capsule
made by filled method was applied to clinical practice. Results: The quality of the capsule was stable, in tested 80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0%. Conclusion: The capsule was safe, effective and has a stable quality.
【Keywords】 Kidney stone capsule; Preparation; Quality control;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8
肾石胶囊是我院制剂室为中医科病人研制成的中药。其剂
型服用方便，排石疗效好，无毒副作用等特点。经过多年的临
床应用，对于泌尿结石及泌尿系统等疾病，取得满意治疗效果。
现将其制备、质量控制与疗效观察的研究介绍如下。
1

来源及实验材料
肾石胶囊的生产批准文号为：鲁药制字再 Z01080374。所

用设备有：华东原 MODDL-YE 型煎煮锅和红联 HONGLAN 型
热恒温箱和型号 DTJ-V 胶囊充填机及其它制胶囊的设备。所用
试剂有：ZF-1 型三用紫外分析仪，层析缸（10cm×20cm）
，漏
芦为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可剪裁型硅胶 G 薄
膜层板及其他所需试剂。
2

处方及制备

2.1 处方
我院所用肾石胶囊处方组成为：黄芪 300g，金钱草 200g，
海金沙 200g，鸡内金 100g，漏芦 200g，浙贝母 150g，炒枳实
150g，醋莪术 100g，醋三棱 100g，败酱草 200g，瞿麦 100g，
萹蓄 100g，芒硝 600g，威灵仙 200g，川牛膝 100g，石苇 100g，
乳香 100g，没药 100g。
2.2 制备
分析处方：金钱草、败将草、萹蓄、瞿麦等采用煎煮法，
可提取有效成分，增加药物的疗效。其它黄芪、浙贝母、海金
沙、鸡内金、炒枳实等按常规炮制法进行，根据处方药物的功
效、按其作用，制定以下制备工艺。
将金钱草、败酱草、萹蓄、瞿麦、石苇等饮片放入煎煮锅
内加水煎煮 2 次，第 1 次 3h，第 2 次 2h，合并煎液滤过，煎
液浓缩后备用。其余黄芪、浙贝母、芒硝、海金沙、漏芦、炒

3

质量控制

3.1 形状及检查
制成胶囊剂，内容物为棕黄色的粉末，填充胶囊的均匀程
度达 90%，气微香味微苦。装 0.45g/粒，符合胶囊剂项下的有
关的各项规定[2]。
3.2 鉴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一部）
，漏芦的薄层色谱鉴[1]
进行操作。取本品内容物 5g，加甲醇 20ml，超声处理 20min，
过滤，滤液蒸干，残渣加醋酸乙酯 2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
液。另取漏芦对照药材 1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照薄层色
谱法（中国药典 2005 年版一部附录 VIB）试验，吸取上述两
种溶液各 5u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环己烷-丁酮
（4∶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置紫外光灯（365nm）
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
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3.3 稳定性试验
将肾石胶囊置温室下留样观察，每隔 3 个月进行一次质量
检查，观测 18 个月。结果在 0，3，6，9，12，18 个月时，其
性状、鉴别、微生物等检查均符合规定。
4

疗效观察

4.1 作用与用法
根据处方组成，肾石胶囊有清热利湿，祛瘀止痛，通淋排
石。临床用于泌尿系统结石。腰部或小腹疼痛、小便淋沥不畅，
或尿血等。根据病情一般为：口服，3～5 粒/次，3 次/d，温水
送饭。特殊情况遵医嘱。2 周为 1 个疗程，连续 3 个疗程。
4.2 临床观察
①治愈：临床症状消失，身体恢复正常；②有效：临床症

枳实、炒三棱、炒莪术等饮片置入 60℃左右恒温箱内烘干，混

状减轻，疼痛有所改变；③无效：以上症状没有改变。

合粉碎成粗粉、超微粉、过筛，与上述浓缩液；搅拌混合均匀，

4.3 治疗结果

干燥粉碎成细分，装入胶囊，制成 1000 粒，晾干，制成成品。
然后将制作好胶囊，装入瓶内，贴标签，即得。

根据不同的患者病情，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肾石胶囊。
（下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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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针、体针、耳针综合治疗面肌痉挛体验
Experience of treating mimic convulsion with head acupuncture, body
acupuncture and auricular needle
刘家生
（辽宁省海城市中医院，辽宁
中图分类号：R442.6

海城，114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34-02

【摘 要】 目的： 探讨头针、体针、耳针综合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效果。方法：152 例患者根据不同的临床表征分为风邪
袭络型和虚风内动型两种类型，其中风邪袭络型 84 例，虚风内动型 68 例，不同的病症给予不同的治疗。结果：风邪袭络型 52
例被治愈，24 例有效，其余 8 例无效。虚风内动型 36 例被治愈，19 例有效，其余 13 例无效。结论：头针、体针、耳针综合治疗
面肌痉挛的临床效果良好。
【关键词】 头针；体针；耳针；面肌痉挛；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ead acupuncture, body acupuncture and auricular needle on mimic
convulsion. Methods: 152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different symptoms and signs, 84 in the Fengxie Xiluo group and
Xufeng Neidong group. And they were given different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ir symptoms. Results: In the Fengxie Xiluo group, 52
cases were cured, 24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8 cases were invalid, while in the Xufeng Neidong group, 36 cases were cured, 19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13 cases were invalid. Conclusion: Head acupuncture, body acupuncture and auricular needle had reasonable effect on mimic
convulsion.
【Keywords】 Head acupuncture; Body acupuncture; Auricular needle; Mimic convulsion;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19
面肌痉挛又称面肌抽搐或面肌阵挛，是一种由机械性刺激

虚风内动型：因劳倦，久病等致阴血亏虚，血虚生风而致

或压迫导致面神经的传导发生病理性干扰引起的。临床上多表

病。多见于疾病中后期，以虚证为主。面肌麻木弛缓，微微抽

现为一侧面部阵发性，不规则性，不自主的抽动，常始于眼睑

动，时发时止，可伴面色无华，头晕头痛，耳鸣目喑，腰膝酸

附近，渐往下向面部其他肌肉发展，严重者整个面部的肌肉均

软，肢体麻木，爪甲不荣等。舌质淡，少苔或中裂，脉细。治

剧烈抽动，属临床常见病及难治病。中医学“睥轮振跳”、“筋

疗以养血育阴熄风，通络止痉为主。

惕肉瞤”、“瘛疭”等范畴。
《张氏医通•瘛疭》瘛者，筋脉拘急
也，疭者，筋脉驰纵也，俗谓之抽。本人通过多年临床，自 2007～
2011 年以来，采用头针、体针、耳针综合治疗面肌痉挛 152 例，
疗效显著，现报通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

治疗方法

2.1 风邪袭络型
主穴取太阳、风池、合谷、颊车、翳风，头针舞蹈震颤区
（对侧），恶寒发热配外关、大椎，流涕配印堂，颈项强痛配
大杼，体弱配足三里、太阳、风池祛风通络，可止眼周抽动，
颊车、翳风止嘴周痉挛，合谷通阳明而调面部经气；头针舞蹈

本组 152 例患者均 CT 或 MRI 排除脑部实质性病变，大多

震颤区解痉止抽，配穴外关、大椎祛风解表；印堂宣通鼻窍；

为长期面肌痉挛患者，其中男 64 例，女 88 例，年龄 30～65

大杼祛风止痛，耳穴取肝、目、神门、口、面颊；择取 2～3

岁，病程最长 4 年，最短 2 个月；绝大多数患者口服安坦类药

穴/次，用王不留行籽贴压单耳。

物及其他中医疗法，但效果较差。

2.2 虚风内动型

1.2 辨证分型
根据全国中医药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与细则，进行诊断
和辨证分型。
风邪袭络型：因外界风邪直接侵袭面部经络而致病，多见
于疾病初期，以表证、实证为主，患者体质多壮实，面肌阵发

主穴及方义同上。阴虚配三阴交；脏腑虚弱配相应背俞穴，
如肝俞、脾俞、肾俞等，可用灸法。配穴三阴交滋补三阴经而
熄风止痉，背俞穴固本培元，耳穴取肝、目、神门、口、面颊、
脾、肾；选取 2～3 穴/次，用王不留行籽贴压单耳。
2.3 刺法

性抽动，吹风后加重，可伴患侧恶风、恶寒、发热、鼻塞、流

太阳穴以针尖斜向眼球方向刺入，风池以针尖斜向外上方

涕、头身疼痛等。舌淡红，苔薄白或薄黄，脉浮紧，治疗以疏

向刺入，颊车以针尖斜向嘴角方向刺入，头针舞蹈震颤区沿头

风散寒，通络止疼为主。

皮平刺，合谷以常规针刺方向刺入。以上各穴得气后均施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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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法，使针感向指尖所指的方向传导。
3

跳动频率及幅度大减，嘴角跳动已不明显，又治 10 次后，患
者症状消失，随防半年未复发。

治疗结果

5

表 1 不同证型面肌痉挛患者治疗结果 [n（%）]

4

讨

论

面肌痉挛，中医学称之为“面瘫”。祖国医学认为该病多

证型

n

治愈

有效

无效

风邪袭络型

84

52（61.9）

24（28.6）

8（9.5）

因素体虚或年老体弱，阴血不足，筋脉失养，复受外风，寒邪

虚风内动型

68

36（52.9）

19（28.0）

13（19.1）

侵袭，使面部经络气血，阴阳失调所致。
《素问·至真要大论》
：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62 岁，2011 年 9 月就诊，患者 1 年前因过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银海精微》：“胞睑为肉轮，属脾
土”。本例患者年过六旬，气血渐衰，肝脾血虚，日久生风，
虚风内动，故牵扯拽胞睑，嘴角而振跳。眼睑及嘴角跳动，面

度劳累出现左下眼睑处不自主跳动，并逐渐扩展到左嘴角，跳

色苍白，爪甲不荣为肝血亏虚，虚风内动之象；纳差、大便溏、

动次数由 2～3 次/d 渐增加至每隔几秒钟 1 次。曾就诊于中医、

舌淡、脉细为脾虚之征，故治疗时以柔肝健脾，养血熄风为则。

西医，口服中西药物，症状无明显改善，遂来就诊。症见面色

《四总穴歌》：“面口合谷收。”《玉龙歌》：“头面纵有诸样

苍白，左下眼睑及嘴角频繁不自主跳动，爪甲不荣，入睡困难，

症，一针合谷效通神。”故取合谷、太阳穴、风池穴，善治目

纳差，大便溏，日两次，小便正常。检查见患者表情痛苦，左

疾，且太阳位于胆经循行所过之处，风池为胆经穴，肝胆互为

下眼睑及嘴角频繁不自主跳动，局部感觉正常，舌质淡，苔薄

表里，两穴均能制肝风而止抽搐。翳风、风池均属“风字穴”，

白，脉细。

善熄风止痉；三阴交为肝脾肾三阴经交会处，用迎随补法能调

辨证为肝脾血虚，虚风内动，治拟柔肝健脾，养血熄风，

补远隔脏腑病变，柔肝健脾，养血熄风；舞蹈震颤区为随症取

取穴太阳（左）
，翳风（左）
，三阴交（双）
，足三里（双）
，头

穴，足三里为多血多气的足阳明胃经要穴，可强健后天之本，

针舞蹈震颤区（右）；太阳、翳风、舞蹈震颤区用平补法；足

增强人体扶正祛邪的能力。临床中我们也感到患者年龄越小，

三里、三阴交用迎随补法。耳穴取肝、脾、目、神门，用王不

正气越足，病程越短，治疗效果也越好。患者平时注意情绪、

留行籽贴压单耳，两天后换另一侧。经过 20 次治疗，患者自

睡眠、饮食的良好调整对预防及治疗该病也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诉睡眠、食欲好，大便成形成，舌淡红，苔薄白，脉细，眼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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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治疗泌尿结石患者 80 例。治愈 57 例，有效 15 例，

强免疫功能、强心及胃肠道作用，治疗内热、消渴、慢性肾炎、

无效 8 例。

蛋白尿和糖尿等病。金钱草、海金沙、漏芦、瞿麦、萹蓄有抑

5

讨

论

制泌尿结石形成、有抗炎、抗病原微生物、抗肿瘤、抗血栓的
作用。浙贝母有镇咳、解痉、抗菌等作用。枳实有对胃肠道、

祖国医学认为[3]，泌尿系统结石属于“淋证”的范畴，淋

胃溃疡的作用。三棱、莪术有抗肿瘤、增加动脉血流量和抗血

证是指小便淋漓不爽，尿道刺痛为主。其病因《金匮要略•五

栓形成作用。芒硝有软坚散结、抗肿瘤的作用。乳香、没药有

脏风寒积聚病》认为是热在下焦；《备急千金要方》提出五淋

对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和镇痛作用等。由此可见肾石胶囊方

之名，亦有热淋、气淋、石淋、血淋、劳淋；后世医家认为本

药配伍符合现代医学及中医理论，故本临床研究效果显著，有

病由于热积膀胱，所引起的脾胃湿阻、肺气郁及肾气虚所致。

效率为 90%，而且在使用过程中未发生不良反应。在临床上使

由于膀胱湿热，多食辛热肥甘之品，或嗜酒太过，酿成湿热，

用本研究后的中老年患者，均能达到理想治疗效果，值得临床

发而为淋。若小便灼热刺痛者为热淋。若湿热蕴积，尿液受其

进一步研究，推广应用。

煎熬，日积月累，尿中杂质结为砂石，则为石淋。现代医学称
之为[4]：泌尿系统结石，泌尿系统疾病，包过肾结石、膀胱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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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B1 合新斯的明穴位注射治疗术后腹胀、尿
潴留 20 例
Treating 20 cases of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urine retention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therapy with vitamin B1 and neostigmine
田茂燕 郭 松 张承源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人民医院，贵州 修文，550200）
中图分类号：R4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36-02

【摘 要】 目的：观察维生素 B1 合新斯的明穴位注射治疗术后肠胀气的临床疗效。方法：治疗 20 例，采用维生素 B1 合新
斯的明穴位注射治疗。结果：痊愈 16 例，有效 4 例，100%有效。结论：术后气血亏虚，脾胃受损，加之精神因素致使肝气犯胃，
肝胃气滞使脾胃升降失司；术后尿潴留多为气血亏虚、膀胱气化失司所致。
【关键词】 术后肠胀气；维生素 B1；新斯的明；穴位注射；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oint injection therapy with vitamin B1 and neostigmine on treating
postoperative intestinal tympanites. Methods: 20 patients were given acupoint injection therapy with vitamin B1 and neostigmine. Results:
16 cases were cured, 4 cases were improved,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100%. Conclusions: Acupoint injection therapy with vitamin B1
and neostigm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postoperative intestinal tympanites.
【Keywords】 Postoperative intestinal tympanites; Vitamin B1; Neostigmine; Point injection;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0
近几年来，我们应用维生素 B1 合新斯的明对足三里、阴

4

陵泉穴位注射治疗术后肠胀气、尿储留，取得较好疗效，现介
绍如下。
1

临床资料

治疗结果
本组 20 例，痊愈 16 例，有效 4 例，总有效率 100%，其

中症状消失最短 6h，最迟 2d。
5

20 例均为 2010～2012 年收治患者，中年龄最小的 18 岁，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61 岁，于 2010 年 08 月 20 日行股骨头粉碎

最大的 62 岁，其中胆囊切除术 12 例，阑尾切除术 4 例，子宫

性骨折手术。术后第 2d 下午 16 时感腹胀不适，未排气排便（大

肌瘤切除术 3 例，骨折术后 1 例。均在硬膜外麻醉下施行手术，

小便）
，管床医师予 25g 番泻叶，开水泡服，服后即排少量稀

病史 2～8d，腹胀、腹痛，肠胀气不通。

便，腹胀缓解。08 月 22 日早晨查房时，患者诉腹胀、腹痛难

2

治疗方法

忍，口干、腻，且两日未解大小便。自行用盐热敷腹部无效，
遂求诊于我科。查：T：39.0℃，R：22 次/min，急性痛苦面容，

穴位注射：患者去仰卧位，屈膝状，选用 5ml 注射器 5 号

大汗淋漓，腹部膨隆，拒按，叩诊呈鼓音。立即嘱护士导尿后，

针头，吸取维生素 B10.1g＋新斯的明 0.25mg 在患者的双侧足

用 5ml 注射器 5 号针头，
吸取维生素 B10.1g＋新斯的明 0.25mg

三里，局部消毒后，分别在每侧足三里垂直进针，待有酸胀感

在患者的一侧足三里、对侧阴陵泉（第 2 次注射时两穴交替）
，

后，回抽针筒无血，将药液快速（在患者能忍受的情况下）推

局部消毒后，分别在两穴垂直进针，待有酸胀感后，回抽针筒

注入穴位内，每侧 1.25ml 即可，伴尿储留者，选足三里、阴陵

无血，将药液快速推注入穴位内，每侧约 1.25ml。治疗 6h 后，

泉交替注射。1 次/d，严重者可 1d 早晚各 1 次，多数患者 1 次

排气排便，但小便仍不顺畅，于 08 月 23 日按原方法再行治疗

即可排气排便，且 1～2 次痊愈，疗程最长不超过 4d。

1 次，4h 后，大小便通畅，体温、呼吸均正常。08 月 24 日查

对于术后粘连性肠梗阻不能用上述疗法，应按肠梗阻处
理。
3

疗效标准
经治疗后患者有肠鸣音，能够自主排气排便，腹部胀痛消

房，患者已进流质饮食，未诉不适。
（随访 1 个月无特殊不适）
6

讨

论

术后腹胀、尿潴留多因运动减少、膀胱括约肌痉挛，导致
术后胃肠蠕动功能失调、尿道阻塞，从而使大小便积聚于体内；

失，能够正常饮食者为痊愈；治疗后症状消失，但进食后尚有

或术后体虚气弱，气虚推动无力，气化无权；或气虚体弱，致

腹胀不适为有效；经治疗后，症状体征无变化者为无效。

中气不足，传达无力，大小便难以排出；或局部充血、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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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胃肠道、膀胱括约肌反射性痉挛，产生大小便排出障碍，导
致其功能障碍。
中医理论认为术后腹胀系气血亏虚，脾胃受损，加之精神
因素致使肝气犯胃，肝胃气滞使脾胃升降失司。足三里系足阳
明胃经穴，具有健脾气，疏经络之效，为保健要穴。维生素
B1 能促进胃肠蠕动，增加食欲；新斯的明能恢复肠功能，解
除麻药对肠功能的抑制作用，消除肠胀气。术后尿潴留属中医
“癃闭”范畴，多为气血亏虚、膀胱气化失司所致。治疗主要
以补虚扶弱、温通经络为主。足三里扶正培元、健脾祛湿；阴

参考文献：
[1]王月明,王新生.新斯的明穴位注射治疗术后肠胀气,尿潴留疗效观察[J].
中国医学杂志,2004.11:632-632
[2]侯广云,曹玲,等.穴位注射治疗腹部术后肠胀气[J].针灸临床杂志,2009(8):
27-28
[3]李天慧,刘芸.针灸配合中药治疗产后尿潴留 8 例[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1,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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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泉为脾经合水穴为健脾祛湿利尿之要穴。两穴相伍，补虚益
气、通利三焦、通调水道、祛湿除胀。
本法使用方便，疗效肯定，安全无副作用，有利于临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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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

“下病上取”针刺治疗 65 例足病的临床应用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Xiabing
Shangqu” to treat 65 cases of pedopathy
毛 伟 1 齐凤军 2 陈 蓓 3 朱双双 1
（1.湖北中医药大学 2006 级针灸推拿学七年制班，湖北 武汉，430061；2.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430061；3.湖北中医
药大学 2008 级针灸推拿涉外班，湖北 武汉，430061）
中图分类号：R24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37-02

【摘 要】 踝关节扭伤、跟痛症、痛风性关节炎是针灸科常见的足部疾病，笔者结合经络循行与现代解剖学知识，以理论指
导实践，在针灸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采用“下病上取”的治疗原则辨证选穴，取得了显著的疗效。
【关键词】 下病上取；针刺治疗；足病
【Abstract】 Ankle sprains, calcaneodynia and gouty arthritis are the common foot diseases in acupuncture department. The author
took into practice under the theories of meridian circulation and modern anatomy knowledge. The principle of “Xiabing Shangqu” was
adop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n the diseases, which achieves significant results.
【Keywords】 Xiabing Shangqu; Acupuncture treatment; Pedopath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1
“下病上取”首载于《黄帝内经•灵枢•终始》“病在下者
高取之”，意指：在下部的病症，选择相对病变部位较高的部
位施术治疗，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年龄最小 19 岁，最大 67 岁，病程在 2d～10 余年不等。
1.2 诊断标准
踝关节扭伤与跟痛症均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发

笔者在长期跟师的临床实践中，运用经络循行理论与现代

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和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

解剖学相结合辨证选穴，治疗多种足部疾病，现将治疗踝关节

骨伤科学》[2]确定诊断。踝关节扭伤：有明显的外伤史，受伤

扭伤、跟痛症、足趾痛风性关节炎等足部疾病的取穴依据及疗

后踝关节骤然出现肿胀、疼痛，不能行走或尚可勉强行走，但

效阐述如下。

疼痛加剧，局部压痛，韧带牵拉实验阳性，伤后 2～3d 局部出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现瘀斑；跟痛症：起病缓慢，多为一侧发病，可有数月或几年
的病史，早晨起床后站立时疼痛较重，行走片刻后疼痛减轻，
但行走过久疼痛又加重，跟骨跖面的跟骨结节处压痛。足趾痛

65 例患者均来自于 2010 年 7 月～2012 年 7 月湖北中医药

风性关节炎参照《内科学》[3]确定诊断：血尿酸增高，关节腔

大学国医堂针灸门诊，其中踝关节扭伤患者 24 例，跟痛症患

滑囊液针形尿酸结晶，痛风石活检或穿刺检查可证实为尿酸结

者 26 例，足趾关节痛风患者 15 例；男性 38 例，女性 27 例；

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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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2.3 足趾痛风性关节炎

纳入标准：符合诊断标准且不具有排除标准中任何一项
者。

患者取仰卧位，膝关节稍屈曲，下方垫一棉被，使膝关节
屈曲呈 135°，或取坐位，下肢垂直屈曲。针刺选用高处穴（阴

排除标准：妊娠、哺乳期妇女，合并肝、肾等重要器官疾

陵泉、足三里、漏谷、丰隆）＋局部穴（然谷、大都及阿是穴）

病者；X 线片检查示结核、肿瘤、骨折及其他骨性疾病者；未

等。操作：充分暴露患侧膝关节以下部位，先针刺远端的阴陵

能按规定完成治疗者；治疗期间接受其它治疗方法者。

泉、足三里、漏谷、丰隆，刺入 1.2 寸左右，得气后行提插捻

2

转手法，使肿感弥散整个小腿内、外侧，留针 30min，每 10min

治疗方法

行针 1 次；然后在局部的然谷、大都与阿是穴使用点刺留针法，

2.1 外侧踝关节扭伤

不行针。

患者取仰卧位，膝关节稍屈曲，腘窝下方垫一棉被，使膝

以上针刺均选用苏州环球牌 0.30mm×40mm 毫针，进针

关节屈曲呈 135°。针刺选用高处穴（阳陵泉、足三里）＋局

前使用酒精棉球常规消毒施术部位。隔日针刺治疗 1 次，每周

部穴（绝骨、解溪、丘墟及阿是穴）。操作：充分暴露患侧膝

治疗 3 次，6 次为 1 个疗程。

关节以下部位，于针刺远端的足三里和阳陵泉两穴，刺入 1.2

所有病例均连续治疗两个疗程后，对疗效进行观察。

寸左右，得气后行提插捻转手法，使针感传至外踝关节处，然

结

果

后让患者主动或被动顺时针活动踝关节；然后针刺绝骨、解溪、

3

丘墟及阿是穴，刺入 0.5～1.0 寸，得气后行平补平泻法，留针

3.1 疗效标准
治愈：疼痛完全消失，局部无压痛，走路恢复正常。好转：

30min，每 10min 行针 1 次。

疼痛减轻，局部有轻度压痛，能独立行走。无效：治疗前后疼

2.2 跟痛症
患者取俯卧位，踝关节下方垫一棉垫。针刺选用高处穴（合
阳、承山、飞扬）＋局部穴（太溪、申脉穴）等。操作：充分
暴露患侧腘窝以下部位，先针刺远端的合阳、承山和飞扬穴，

痛无变化，压痛点同前。
3.2 治疗结果
本组 65 例患者中，外侧踝关节扭伤患者痊愈 18 例，好转

刺入 1.0 寸左右，得气后行提插捻转手法，使针感传至足部，

6 例，无效 0 例；跟痛症患者痊愈 20 例，好转 5 例，无效 1

留针 30min，每 10min 行针 1 次；然后针刺局部的太溪与申脉

例；足趾痛风性关节火患者痊愈 11 例，好转 3 例，无效 1 例。

穴，刺入 0.5 寸，不行针。

具体分析如下表 1。

表 1 不同足病与疗效关系 [n（%）]

4

病名

n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踝关节扭伤

24

18（75.0）

6（25.0）

0（0）

100

跟痛症

26

20（76.9）

5（19.2）

1（3.9）

96.1

趾痛风

15

11（73.3）

3（20.0）

1（6.7）

93.3

讨

论

踝关节扭伤、跟痛症、足趾痛风性关节炎作为常见的足部
疾病，针灸治疗有确切的疗效。笔者一直坚持用理论指导临床
的原则，在治疗足部相关疾病时，除了在局部取穴，也常采用
循经远端取穴。《灵枢•终始》[4]中记载“病在上者下取之，病
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反应了中医治病的整体观
念，避免了“头病医头，足病医足”的片面性。对于“病在下
高取之”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高泉明[5]在治疗跟痛症时，
对“高取之”的选穴是与足跟相对应的大陵穴，而笔者在临床
针刺治疗过程中，在针刺阳陵泉、足三里等穴时，在外踝处会
产生针感；在针刺合阳、承山等穴时，在足跟部会有一过性闪
麻感，也就是常说的“得气”
、
“气至而有效（循经感传）
”
。所
以笔者认为对于足部疾病的“高取之”应该是指膝关节附近的
穴位，与徐西林等[6]在治疗足部痛风性关节炎时，以“足三里、
阴陵泉”为“高取”的选穴原则相一致。
结合现代解剖学可知，在小腿后部的足太阳膀胱经所过之
处有胫神经穿行，在小腿外侧的足少阳胆经所过之处有腓浅神
经穿行，在小腿前部胫骨外侧的足阳明胃经所过之处有腓深神
经穿行，在小腿前部胫骨内侧的足太阴脾经所过之处有隐神经

穿行，针刺这些经络上的穴位，能够使相应神经兴奋，从而促
使肌肉收缩、血液运行加速，以促使经气运行，从而达到使病
损组织我自修复目的。
针灸作为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临床上为广大
的患者解除痛苦，随着中医学的复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针灸
医疗作为自己事业，然而行中医之事，应以“衷中参西”为原
则，相互学习，不吝指正，共同进步，使针灸学在现代社会闪
耀出更璀璨的光芒。兹此提出笔者对“病在下高取之”的一点
浅见，不足之处，还望指正。
参考文献：
[1]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84
[2]和鸣.中医骨伤学(新世纪)[M].2 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289-291
[3]童昌珍.内科学[M].1 版.科学出版社,2008:452
[4]田代华,刘更生.中医临床必读丛书•灵枢经[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29
[5]高泉明.针灸治疗足跟痛 55 例[J].河北中医,2004,26(3):202
[6]徐西林,杨珺,张晓峰,等.针灸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观察[J].
针灸临床杂志,2011,27(8)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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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疗法结合“丘墟透照海”刺法治疗偏瘫后
足内翻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emiplegia strephenopodia by kinesiotherapy
combined with the acupuncture therapy of “Qiuxu Tou Zhaohai”
陈 伟 王井妹 肖燕平 朱 聪
（江西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西 赣州，341000）
中图分类号：R4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39-03

【摘 要】 目的：观察运动疗法结合“丘墟透照海”刺法治疗偏瘫后足内翻的临床疗效。方法：57 例脑外伤、卒中等中枢
神经系统损伤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28 例）和对照组（29 例）；治疗组采用运动疗法结合“丘墟透照海”刺法，对照组仅采用与
治疗组相同的运动疗法。比较在治疗前后的改良 Ashworth 量表评定肌张力，按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中的 D 和 E 两项及
步行速度评价步行能力。结果：MAS 评分治疗后 5 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MFM 评分治疗后 5 周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步行速度治疗后 5 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运动疗法结合“申脉透照海”刺法治疗偏瘫后
足内翻疗效优于单纯运动疗法，可以更好改善偏瘫后足内翻患者的肌张力、足内翻步行能力。
【关键词】 运动疗法；“丘墟透照海”刺法；足内翻；中枢神经系统损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kinesiotherapy combined with “Qiuxu Tou Zhaohai” acupuncture therapy in
treating hemiplegia strephenopodia. Methods: 57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treatment group (28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29 cases),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kinesio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acupuncture therapy,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same kinesiotherapy only. The muscle tone of all patients was assessed by the modified ashworth scale．The ability of walking was
assessed by D and E dimensions of the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GMFM)and paients’ walking velocity (WV). Results: After 5 weeks’
treatmen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on MAS, GMFM and WV i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kinesio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therapy in treating hemiplegia strephenopodia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pure kinesiotherapy which
could grea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ability of muscle tension and walking ability.
【Keywords】 Kinesiotherapy; “Qiuxu-through-Zhaohai” acupuncture therapy; Strephenopodia;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ju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2
脑外伤、卒中等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如果过早行走则可加
重患者偏瘫下肢肌张力，导致小腿内后侧肌群痉挛加重可使该
肌群张力大于前侧拮抗肌的牵拉而引起足内翻，严重影响患者
步行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因此，在偏瘫患者足内翻早期

1.2.1 治疗组
治疗组采用运动疗法结合“丘墟透照海”刺法。
1.2.1.1 运动疗法
2 次/d，45min/次，每周 6 次，共治疗 5 周，逢周日休息，

寻找短时间内缓解偏瘫下肢痉挛状态、抑制足内翻的治疗方法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①小腿三头肌牵拉：取用徒手或站楔形板

尤为重要。近三年来，笔者采用运动疗法结合“丘墟透照海”

等办法来松弛小腿三头肌。②被动屈踝训练：仰卧位，患足支

针刺疗法对偏瘫患者足内翻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撑在床上治疗师一只手向下压其踝关节，同时另一只手将患者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的足和足趾提至充分背屈并外翻位。③诱发足背屈、外翻运动
训练：诱发足背屈运动首先要以训练胫前肌为主，同时激发趾
长伸肌，然后激发腓骨长、短肌。具体方法如下：①早期以诱

为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我康复科收治的脑外伤、卒中等

发共同运动为目的：在仰卧位（也可在坐位进行），让患者做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患者 57 例。纳入标准：患者可独立或借助

髋、膝屈曲时施加阻力以增加等长收缩，引发及强化足背屈运

手杖步行，但在步行时出现腓肠肌痉挛，至膝过度伸、屈，足

动，以后逐渐减少髋、膝关节屈曲角度，最后在膝关节伸展位

跟难以着地或髋、膝屈或过伸，有划圈步态。口服抗痉挛药效

做足背屈训练。训练要注意时刻纠正足内翻，不断提醒患者往

果欠佳，不良反应大或不能服药者。排除标准：借助手杖不能

外翻方向运动。②用拇指指腹或指尖加力按压踝关节外侧稍前

步行者，口服抗痉挛药效果理想。符合标准共 57 例患者，男

方以诱发踝关节背屈外翻和髋、膝关节屈曲，诱发出来后保持

30 例，女 27 例；年龄 35～70 岁，平均 48 岁；右侧瘫痪 30

这种肢位，后通过增强患者的随意性反应进行强化。③利用冰

例，左侧瘫痪 27 例；平均病程 2.6 个月。试验采用随机、单盲、

刺激诱发足背屈肌：用冰刺激足趾背侧及足背外侧诱发足背屈

平行对照。

外翻，后通过增强患者的随意性反应进一步强化。④手指叩击：

1.2 治疗方法

用手指快速刺激足背外侧部，可促进足背屈。要注意尽量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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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翻。⑤缓慢刷擦足背外侧部以诱发背屈反应（持续约 30s）
。

述指标评定疗效。

应用弹性绷带固定，改善下肢伸肌运动模式，达到偏瘫侧足底

1.3.1 肌张力

充分落地等方法。

按改良 Ashworth 量表（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

操作注意事项：强调患者保持注意力集中，清楚了解治疗

评定肌痉挛程度。

师的所有意图，并理解动作指令及要求，以使患者处于积极配

1.3.2 步行能力

合状态，并加强视觉反馈。在诱发出足背屈后，一定要患者注

按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中的 D 和 E 两项及步行

意足外侧，时刻提醒患者行外翻方向运动.

速度评价步行能力。

1.2.1.2 “丘墟透照海”刺法

1.4 统计学分析

患者取仰卧位，足被动背屈 90°角；由丘墟穴以 45°角沿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分析，两组治疗前后及组间比较

外踝间隙向照海穴透刺，进针 65～80mm，以在照海穴能触到针

均采用 t 检验。

尖为度，同时针灸医师瞬间感到使患者足背伸的手抵抗感减弱

2

为最佳。留针 30min，每周 6 次，共治疗 5 周，逢周日休息。

结

果

2.1 一般情况比较

1.2.2 对照组

两组患者的性别、偏瘫侧经 x2 检验，年龄经独立样本 t 检

仅采用与治疗组相同的运动疗法。

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1.3 评定标准
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5 周后由 1 名医师和 1 名治疗师应用下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性别

偏瘫侧

组别

n

年龄

男

女

左

右

治疗组

28

50.1±12.5

13

15

14

14

对照组

29

49.5±12.2

16

13

15

14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MAS 量化评分比较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5 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两组患者的肌群痉挛程度（MAS）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

治疗组患者的步行速度更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5 周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足

见表 4。

内翻均有缓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5 周后，

表 4 两组步行速度治疗前后比较（ x ± s ）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患者肌群痉挛及足内翻缓解更明
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MAS 量化评分比较（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28

2.69±0.60

0.94±0.88

对照组

29

2.71±0.58

1.85 土 0.40

①

治疗后

治疗组

28

0.45±0.16

0.59±0.17

对照组

29

0.44±0.13

0.49±0.15

①②

①

3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足内翻多由于肌肉牵
张反射的控制紊乱所致，大多为背屈肌和外翻肌瘫痪或力弱、

两组患者的站立与步行能（GMFM 评分）治疗前后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5 周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
的站立与步行能力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5 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患者的站立与步行
能力的提高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的站立与步行能力比较（ x ± s ）
治疗前

治疗前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 P<0.05；②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站立与步行能力（GMFM）评分比较

n

n

①②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 P<0.05；②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组别

组别

内翻肌痉挛、伸肌模式，是一种异常的运动模式[1]。这种异常
模式不仅能会影响踝关节功能的进一步恢复，并将对整个下肢
功能及步态带来不良影响。而科学、严谨、规范的训练手法是
偏瘫恢复的关键，针对足内翻病因进行合理治疗，对恢复并改
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足内翻后下肢运动功能及步态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现代康复治疗技术运用运动疗法的各种康复手段
和操作方法是利用神经发育、神经生理学基本原理，通过刺激
感觉、运动神经，调整其兴奋性，抑制异常病理反射和病理运

治疗后
①②

动模式，引起并促进正常反射和建立正常运动模式[2]；肌肉牵

①

拉通过刺激肌腱结合处降低肌张力，增加组织伸展性和关节活

治疗组

28

54.3±8.8

67.9±8.5

对照组

29

55.1±7.9

58.8 土 8.3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 P<0.05；②与对照组比较 P<0.05。

动范围；关节控制能力训练等运动再学习可使感受器接受传人
冲动促进大脑功能可塑性发展，使丧失的功能重新恢复[3]。

2.4 两组步行速度治疗前后比较
两组患者步行速度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P>0.05）。治
疗后 5 周后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的步行速度均有提高，差

传统针刺治疗作为一种适宜的外周刺激，通过特殊的外周
感觉输入方式，调整神经反射环路各个神经元的兴奋性，实现
（下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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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针刺加穴位注射治疗脑卒中后顽固性呃逆 28 例
的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28 cases of refractory singultus after cerebral
apoplexy by acupuncture and injection ad acumen
邓 敏
（仁化县人民医院，广东 仁化，512300）
中图分类号：R2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41-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针刺加穴位注射治疗脑卒中后顽固性呃逆临床疗效。方法：本组 28 例患者均经过头颅 CT 检查
确诊脑卒中，患者在起病后 2～7d 出现顽固性呃逆，前 2d 均给予胃复安，维生素 B6，氯丙嗪等药物治疗，症状无明显改善，后
采用中医治疗 1 个疗程后进行临床疗效分析。结果：中医针刺加穴位注射治疗治疗总有效率 89.28%。结论：中医针刺加穴位注射
治疗脑卒中后顽固性呃逆疗效显著。
【关键词】 针刺；穴位注射；脑卒中；顽固性呃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injection ad acumen on refractory singultus after cerebral
apoplexy. Methods: 28 patients were finally diagnosed to be cerebral apoplexy by cranium CT and appeared refractory singultus 2～7 days
later. All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primperam, vitamin B6 and chloropromazine at the beginning 2 days. With no obvious efficacy, they were
given acupuncture and TCM injection ad acumen for a treatment course the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9.28%. Conclusion:
Acupuncture and injection ad acume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fractory singultus after cerebral apoplexy.
【Keywords】 Acupuncture; Injection ad acumen; Cerebral apoplexy; Refractory singultu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3
膈肌痉挛又叫呃逆，是由于膈肌、膈神经、迷走神经或中
枢神经等受到刺激后引起一侧或双侧膈肌的阵发性痉挛，伴有
吸气期声门突然关闭，发出短促响亮的特别声音。如果持续痉
挛超过 48h 未停止者，称顽固性膈肌痉挛，也叫顽固性呃逆。
脑卒中患者合并顽固性呃逆，常提示病情严重的征兆，它将影
响患者呼吸、饮食、睡眠、情绪及精神负担，导致病情延长，
严重者可导致窒息，缺氧，加重脑细胞水肿，甚至危及生命，
临床治疗颇为困难。近 2 年来，我科应用中医的理论和方法，
采用中医针刺加穴位注射治疗脑卒中后顽固性呃逆取得良好
的效果。如今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2

治疗方法

2.1 针刺方法
主穴：膈俞，足三里，耳中（耳穴）
。患者取半卧位或俯卧
位，常规消毒穴位，取双侧膈俞及足三里，医师以 4 根 1 寸毫
针在该穴之上下左右约 1.5cm 处斜向刺入，针尖均指向穴中，
施小幅度捻转手法。同时用 0.5 寸毫针刺一侧的耳中穴（耳朵正
中间，位于耳轮脚处）至有胀痛感。均留 20min 后出针。1 次/d。
2.2 穴位注射
起 针 后 再 行 穴 位 注 射 ， 方 法 ： 以 维 生 素 B12 注 射 液
0.5mg/ml 和山莨菪碱注射液 10mg/ml 用 5 号针头抽取混合摇
匀，患者取端坐或侧卧位，在双侧膈俞（第 7 胸椎棘突下旁开

我院 2010 年 3 月～2012 年 8 月收治的脑卒中后出现顽固

1.5 寸）行常规消毒后，右手握笔式持针，皮下斜刺入该穴（深

性呃逆 28 例患者，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8 例，均符合诊断标

度 0.5～0.8 寸，避免直刺过深以免引起创伤性气胸）
，待针感

准 ，诊断标准为：所有病例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

强烈局部产生酸﹑麻、胀感后，回抽无血然后缓慢注入药液，

会议通过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颅脑 CT 或 MRI 明确诊断。

每穴 1ml，1 次/d，连续 3d，观察疗效。

患者意识清醒，脑卒中后出现顽固性呃逆的时间为 2～7d，每

2.3 疗效标准[2]

[1]

治愈：呃逆停止，伴随症状消失；好转：呃逆减轻或持续

天发作数次，频率每分钟 12 次以上。排除标准：①嗜睡，昏
迷患者；②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传导阻滞者；③低血患
者（血压＜90/60mmHg）
。患者在起病后 2～7d 出现顽固性呃
逆，前 2d 均给予胃复安，维生素 B6，氯丙嗪等药物治疗，症
状无明显改善，后采用针刺加穴位注射治疗。

时间缩短或间隔时间延长；无效：治疗前后无变化。
3

结

果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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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的纤维经前根自交通支进入椎旁交感神经节，刺激膈俞可以抑

治疗结果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制交感神经的兴奋，缓解膈肌痉挛。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各脏器

28

19

6

3

89.28

均是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而各脏器在耳上均有体表投影。耳中
穴属消化道区，具有调整气机，通降和顺之作用，也是治疗膈

4

讨

论

肌痉挛的要穴，针刺耳中穴，能有力调整胃肠蠕动，从而抑制

呃逆轻者可不治自愈，少数危重病人晚期出现呃逆者，是

膈肌痉挛，对呃逆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足三里是胃经合穴，

元气衰败，胃气将绝之征象，预后不良。脑卒中是引起顽固性

具有统治一切脾胃疾病的特殊作用，主要作用为调胃肠，降气

呃逆的常见原因之一，尤以脑梗死最为多见，多个部位的脑干

道，泻热，补虚益气。诸穴合用，相得益彰，疏肝和胃，理气

梗死均可引起呃逆，包括脑桥、脑桥下部、延髓内以及延髓背

调中，降逆止呃，则呃逆可消。穴位注射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疗

外侧，说明脑干呃逆中枢分布较广泛，脑干的多个神经核团和

法，以小剂量将药物的药理作用和对穴位的长时间刺激作用有

结构参与了呃逆中枢的组成。在脑梗死患者中以小脑后下动脉

机地结合起来，大大降低药物的副作用，山莨菪碱为 M-胆碱

闭塞引起的延髓背外侧梗死最为常见。呃逆呈反复发作或持续

受体阻断剂，能解除平滑肌痉挛，改善微循环；维生素 B12 是

性发作，尤其脑卒中累及呃逆中枢所发生的呃逆，症状严重而

穴位注射常用药，可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4]。因此针刺配合

顽固，常使病情加重，危及生命或使康复疗程延长。呃逆一证，

穴位注射治疗脑卒中后合并顽固性呃逆有积极地治疗作用，此

中医古称为“哕”，出处：王肯堂《证治准绳》：“呃逆，即内

法取穴，操作方便，疗效显著，无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经所谓哕也”。中医学认为呃逆以胃气不降，上冲咽喉而致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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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降逆，是临床治疗呃逆之要穴，此处有相应脊髓侧角细胞
（上接 40 页）
大脑皮层的功能重组和功能代偿[1]。
《难经·二十九难》云：
“阳

好的疗效也应明了《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曰：
“刺之而气不至，

跷为病，阴缓而阳急；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跷脉起于足

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刺之要，气至而

内外踝边，有矫健之意，是举足步行的机要，即本病拘急，跷

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
”

[4]

脉纵缓而形成足内翻。 笔者仅选用“丘墟透照海”意在肝主
筋，肝胆相为表里，故取足少阳胆经原穴丘墟透足少阴肾经之

参考文献：

照海，一针透二穴，沟通阴阳经经气、疏利经筋脉络，达到运

[1]于洪梅.针刺结合运动疗法治疗脑中风后足内翻 30 例[J].中医外治杂志

行气血、通经活络之目的。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针刺拮抗肌

2008,17(3):40-41

[5-6]

区域的腧穴，通过交互抑制原理

（交互抑制是指原动肌兴奋

[2]燕铁斌.现代康复治疗技术[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203-204

收缩时，伴随拮抗肌松弛），使痉挛肌松弛，与传统针刺理论

[3]张安莉.理疗因子与一对-011 练模式对脑卒中恢复期下肢运动功能康复

相吻合。透刺法增强了刺激强度，使针感易于扩散传导，并促

的疗效观察[J].现代康复,2001,7(5):92

进局部血液循环，既能松弛紧张侧肌肉，又能使低张力侧肢体

[4]张雅丽,李倜,蔡玉颖.透穴刺法治疗中风后足内翻疗效观察[J].中国针灸,

肌肉产生收缩，提高其张力，从而达到患肢内外侧肌张力近于

2006,26(1):15-16

平衡状态，调整足的力学紊乱，加强足的稳定性，提高了患者

[5]张文生,邹忆怀,谢颖桢,等.中医综合康复疗法治疗中风偏瘫痉挛状态 60

对踝关节的控制能力来克服足内翻，从而纠正足内翻状态，进

例临床观察[J].中医杂志,2000,21(12):723-725.

[4]

一步改善步态，以助肢体功能的恢复，使疾病得以康复 。
透刺疗法是以一针作用于两穴或多穴，采用不同的针刺方
向、角度和深度进行治疗的一种刺法。这种刺法能加强表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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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改善，加快恢复进程，取得满意疗效。针灸取穴贵在准、精、
少，笔者在研究中仅取“丘墟透照海”而无其他穴位即取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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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压贴治疗哮喘慢性持续期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persistent asthma by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罗 胜 1 李俊雄 2 凌孟晖 1
（1.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广东 广州，511400；2.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 佛山，5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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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耳穴压贴治疗哮喘慢性持续期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将 84 例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
简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均根据哮喘病情控制分级制定治疗方案，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同时加用耳穴压贴，取肺、平喘、
气管、神门、肾上腺、喘点、脾、肾、三焦等穴位；对照组采用相同胶布贴敷做空白对照，观察两组哮喘控制测试（ACT）、检测
、组胺支气管激发试验（PD20-FEV1）
，及肝肾功能、心电图等安全指标。结果：治疗后，治疗组及对照组在 ACT
肺功能（FEV1%）
评分、FEV1%、及 PD20-FEV1 均有改善，其中 ACT 评分及 PD20-FEV1，治疗组（22.26±3.08；1.21±0.70）与对照组（20.46±
4.39；0.83±0.72）在治疗后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EV1%经治疗后两组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治疗组与对照组无显
著性差异（P>0.05）
。结论：耳穴压贴治疗哮喘慢性持续期有很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关键词】 耳穴压贴；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PD20-FEV1；哮喘控制测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in treating chronic persistent asthma. Methods:
84 moderate persistent asthm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grading
treatment in bronchial asthma. The patient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been treated with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which including Lung,
Telieving Asthma, Trachea ect.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rubberized fabric treatment, observing the index such as ACT, FEV1%,
PD20-FEV1 and hepatic and renal function, ECG and other safety index in the both 2 groups. Results: ACT, FEV1% and PD20-FEV1 wer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in both two groups, But the ACT score and PD20-FEV1 in the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treatment group (22.26±
3.08, 1.21±0.70)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20.46±4.39, 0.83±0.72) in the control group, showing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FEV1% in two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on
has a good curative effect on chronic persistence asthma.
【Keywords】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Bronchial asthma; Chronic persistence; PD20-FEV1; Asthma Control Test (A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4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
是由多种细胞包括气道的炎性细胞和结构细胞和细胞组分参
[1]

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根据哮喘病情控制分级制定治疗方案，采用低剂量

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 。目前治疗仍然不尽人意，给社会

ICS 或白三烯调节剂或长效 β2 受体激动剂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带来较高的经济负担。为进一步研究中医耳穴压贴对哮喘慢性

药物治疗，均按需使用短效 β2 受体激动药。

持续期的疗效，我们采取了随机对照研究，从改善患者哮喘控

1.2.1 治疗组

制情况、气道高反应性等方面，对耳穴压贴对哮喘慢性持续期
的疗效进行评估。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上述药物治疗基础上同时加用耳穴压贴。取穴：主穴：
肺、平喘、气管、神门、肾上腺；辅穴：喘点、脾、肾、三
焦。具体操作：每次一耳，耳廓皮肤用 75%酒精棉球消毒后，
找准上述穴位，选贴 5～6 个穴位，至少 3 个主穴。压贴将磁
珠对准固定，用手按压并稍加用力按摩片刻，按摩时手法要

取 2009 年 6 月～2012 年 5 月在我院诊治的 14 岁以上哮喘

适中，使患者感到胀、微痛、热或微出汗为好。贴耳穴后，

患者 84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治疗组 44 例、对照组

嘱患者每日按摩耳穴 6 次，每次每穴 10 次，每次使耳廓胀、

40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 2008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支

痛、热感为宜。3d 更换 1 次，左右耳交替进行。20 次为 1 个

气管哮喘防治指南》
，肺功能 FEV1>80%pred，入选前 4 周内无

疗程。

急性呼吸道感染，无外耳廓皮肤疾病，同时排除心血管疾病，

1.2.2 对照组

以及其他肺功能疾病的患者。

在上述药物治疗基础上采用相同胶布贴敷，无磁珠压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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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每次一耳，耳廓皮肤用 75%酒精棉球消毒后，随机

严重程度的判断指标。

选择 5～6 个穴位，无按压嘱托，3d 更换 1 次，左右耳交替进

1.4 观察指标

行。20 次为 1 个疗程。

治疗前后分别填写哮喘控制测试（ACT）、检测肺功能

1.3 检测方法

、组胺支气管激发试验（PD20-FEV1）
，及肝肾功能、
（FEV1%）

肺功能测定：采用德国耶格公司 MasterScreen 肺功能仪检

心电图等安全指标。

查；吸入系统也采用耶格公司 APS 气雾激发系统，采用计算机

1.5 统计方法

化精确给药装置。磷酸组胺由上海国药集团提供（1g/瓶）。测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收集

定肺通气功能之后，以磷酸组织胺吸入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

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行处理。计量数据以均数士

使用计算机化精确给药全自动激发试验系统（APS 气雾激发系

标准差（ x ± s ）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t 检验，率比较采用检验。

统）雾化吸入法，以基础肺功能最佳值作为对照值，采用：欧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洲的两浓度六步法为剂量规程，递增吸入 2 个浓度（0.9%生理

2

盐水、2.5%组胺、5%组胺）的组胺溶液，累积组胺剂量由 0.07～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2.20mg。当吸至最高剂量的组胺或 1s 用力呼气容积（FEV1）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病程、既往发作用药情况、

下降≥20%时停止吸入组胺。其后吸入沙丁胺醇气雾剂 400μg，
10min 后重复测量肺功能，从剂量-反应曲线中求得 PD20-FEV1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均收入）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

（使 FEV1 下降 20%时的累积吸入组胺量）
，作为气道高反应性

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情况对比分析（ x ± s ）
组别

n

年龄（岁）

男性（人）

病程（年）

急救药物（次/周）

人均收入（万元/年）

对照组

40

41.34±17.15

21（52.50%）

8.24±4.10

4.62±4.32

3.75±2.01

治疗组

44

43.72±15.23

26（60.61%）

7.86±3.73

4.83±3.39

3.48±2.43

2.2 治疗 2 月后两组 ACT 评分、FEV1%、及 PD20-FEV1 比较

与对照组在治疗 2 月后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EV1%经治疗

治疗后 2 月治疗组及对照组在 ACT 评分、FEV1%、及

后两组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治疗组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PD20-FEV1 均有改善，其中 ACT 评分及 PD20-FEV1，治疗组

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及治疗 2 个月后 ACT 评分、FEV1%、及 PD20-FEV1（ x ± s ）
组别

n

对照组

39

治疗组

42

评估时间

ACT 评分（分）

FEV1%

治疗前

17.30±5.64

73.46±8.51

△

PD20-FEV1 （mg）

△

0.36±0.60
△

治疗后 2 个月

20.46±4.39

82.29±6.87

0.83±0.72

治疗前

17.97±6.95

74.03±7.73

0.37±0.57

治疗后 2 个月

*△

22.26±3.08

△

85.32±8.36

1.21±0.70

△*

△

注：同组与治疗前比较， P<0.05；2 月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不良反应

的过程。医患双方必须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力争达到哮喘病

治疗 2 月后两组肝肾功能，心电图未见明显改变，其中治

的长期最佳控制。本文总结了耳穴压贴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持

疗组 2 例因耳部接触性皮炎退出观察，对照组 1 例，均停止贴

续期 42 例，其 ACT 评分显著优于治疗前及对照组，说明它是

敷后自行缓解，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一种疗效满意的治疗方法，而耳穴压贴是一种简单易于操作，

3

讨

论

支气管哮喘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乃至社会问题。其患

经济方便，无痛苦且无毒副作用的自然疗法，因此适用于哮喘
慢性持续期的治疗，在支气管哮喘临床控制治疗方面具有明显
势，很值得推广。

病率逐年增高，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3 亿人患有哮喘，提高哮喘

理想的哮喘控制，不仅是对哮喘临床表现的控制，同时也

的哮喘临床控制率已迫在眉睫。中医学认为，支气管哮喘多因

是对哮喘炎症和病理生理特征的控制。哮喘患者副交感神经张

痰饮内伏，外遇风寒侵袭，饮食失宜，情志所伤或劳累过度而

力增高，α-肾上腺素能神经活动增强，β-肾上腺素能神经低下

发，肺气不足，卫外不固，外邪侵袭肺卫，日久伤及脾、肺、

或被阻滞，导致气道高反应性产生。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最主要

脾、肾三脏俱虚，加之痰饮内伏，致使哮喘反复发作，迁延不

的组成部分是迷走神经，而耳朵又是迷走神经唯一在体表的分

愈，故在耳穴压贴的选穴中注重整体调节，从肺脾肾三脏进行

支。本研究通过耳穴压贴能够显著改善 PD20-FEV1，可能与其

主辅选穴，达到治病求本之效。

调节交感神经兴奋性有关，如 Haker 用心电图的细微变化来确

哮喘病程较长，易复发，因此达到良好的临床控制是哮喘

定交感或副交感的兴奋性，他发现刺激耳穴，可以增加副交感

治疗的最终目标，这就说明哮喘慢性持续期的治疗与哮喘急性

神经的兴奋性[2]。现代医学认为耳针可通过神经和神经体液途

期的治疗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哮喘的控制是一个长期、持续

径，调节机体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3]。为此耳穴压贴治疗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7 期

-45-

达到哮喘控制的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杨卉.耳针疗法作用机理的研究进展[J].湖北中医学院学报,2011.13(2):65- 67

综上所述，用耳穴压贴来治疗治疗哮喘慢性持续期，不受
患者日常活动的干扰，副作用小，能够提高哮喘控制率，改善
患者气道高反应性，有很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其作用机理亦有
进一步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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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丰隆穴对颈内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Impact of acupuncturing Fenglong acupoint on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hem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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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针刺左侧丰隆穴对健康青年颈内动脉（ICA）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为临床治疗相关脑血管疾病提供数
据。方法：选取健康志愿者共 16 例，针刺被测者的左侧丰隆穴并记录针刺前、针刺时、针刺后的血流速度、搏动指数（PI）及阻
抗指数（RI）等参数。运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针刺丰隆穴在进刺时、行针时、出针时以及出针后在血流速度、搏
动指数（PI）及阻抗指数（RI）较针刺前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实验过程中，针刺丰隆穴对颈内动脉的血流速
度无影响。
【关键词】 丰隆穴；颈内动脉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effects on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hemodynamics by acupuncturing Fenglong acupoint in healthy
young people, providing data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Methods: 16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Fenglong acupoint. A series of parameters such as blood flow velocity, pulsatility index and resistence index were recorde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acupuncture, analyzing the data with spss17.0. Results: There is no remarkable difference (P>0.05) for blood flow velocity, pulsatility
index and resistence index parameters in each section of time of acupuncturing Fenglong acupoint, Conclusion: During all the process of our
experiment,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acupuncture on Fenglong acupoint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ICA.
【Keywords】 Fenglong acupoin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C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5
针刺丰隆穴可以引起健康人 ACA 血管充盈度以及血流量
降低[1]。但针刺丰隆穴对 ICA 是否存在类似影响尚未见报道，
故本实验以针刺丰隆穴对颈内动脉血流动力学的研究为目的，
从脑血流动力学角度入手，采用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针刺过程
中 ICA 血流动力学变化，分析针刺丰隆穴对 ICA 的血流动力
学的影响及其时效性，为临床是否使用该穴治疗颈内动脉缺血
及梗塞提供参考数据。
1

材料与对象

1.1 实验环境

实验室室温为（26.00±1.50）℃，湿度为（65±3）%。
1.2 主要仪器及针具
仪器采用德国 EME 公司 CompanionIII 经颅多谱勒超声仪，
探头频率 1.6MHz。
苏州医疗用品厂华佗牌针灸针，直径 0.30mm，长 40mm。
1.3 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为健康志愿者共 16 人，平均（24±2）岁。实验
前已告知实验对象本实验过程、意义、目的、方法和安全性，
并得到其同意。并要求实验前 48h 开始及实验过程中实验对象
禁止吸烟、饮酒及服用对检查有一定影响的药物。TCD 显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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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全部志愿者 ICA 血流量正常，既往无脑血管畸形、自主神经

中的误差。

机能失调和周围血管病等疾病。实验时间为餐后 2～4h 之间，

2.2 取穴与针刺手法
：外踝尖上 8 寸，
依据《针灸学》[2]取穴，丰隆穴（ST40）

要求实验对象静卧 15min 待情况稳定后开始测定。
2

条口穴外 1 寸，胫骨前嵴外 2 横指处。直刺左侧丰隆穴，针刺

实验方法

深度为 1～1.5 寸，行针手法为平补平泻，捻转次数为 6 转/s，

2.1 观察指标及方法

每次行针 15s，共计 90 转。操作者由针灸推拿专业研究生经系

所有入选对象均采用经颅多谱勒超声仪，针刺左侧丰隆
穴，根据临床针灸过程（分五阶段），分别观察第一阶段针刺

统训练后负责，尽量避免手法及刺激强度的误差。
2.3 统计学分析

前 10min、第二阶段进针得气行针 15s 后、第三阶段留针 15min

将 所 获 数 据 录 入 SPSS17.0 建 立 数 据 库 ， 计 量资 料 用

行平补平泻手法 15s 后、第四阶段留针 30min 行针 15s 出针

（ x ± s ）表示，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时、第五阶段出针后 10min 的血流变化。实验对象采取仰卧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位，头部偏向一侧，充分暴露检查一侧的颞部，探头于颞窗

结

果

探及 ICA，在彩色最饱和处取样，以获得收缩期最大血流速

3

度（Vs）、舒张期最大血流速度（Vd）、平均血流速度（Vm）、

3.1 针刺左侧丰隆穴在不同时间点左侧 ICA 的 TCD 各参数的

搏动指数（PI）及阻抗指数（RI）。经颅多谱勒超声仪检查时

比较（见表 1）

前后环境一致，操作亦由同一人负责，以尽量减少观察过程
表 1 针刺左丰隆穴对左侧 ICA 的 TCD 各参数的影响（ x ± s ，n＝16）
时间

Vs（cm/s）

Vd（cm/s）

针刺前

96.5±27.8

留针时

95.7±25.3

行针时

Vm（cm/s）

PI

RI

46.9±9.0

69.8±9.1

0.86±0.14

0.35±0.70

46.3±9.5

65.8±11.6

0.85±0.12

0.56±0.60

93.2±16.8

44.6±8.9

60.6±8.5

0.77±0.13

0.55±0.52

出针时

95.9±11.6

46.8±6.5

61.8±7.9

0.83±0.12

0.53±0.55

出针后

93.2±17.8

45.8±8.5

62.6±9.4

0.74±0.13

0.54±0.61

注：与针刺前比较，P>0.05。

提示：针刺左侧丰隆穴后，左侧 ICA 的 TCD 指数在进针、
行针、出针及出针后与针刺前 10min 相比无显著差异。

3.2 针刺左侧丰隆穴在不同时间点右侧 ICA 的 TCD 各参数的
比较（见表 2）

表 2 针刺左丰隆穴对右侧 ICA 的 TCD 各参数的影响（ x ± s ，n＝16）
时间

Vs（cm/s）

Vd（cm/s）

Vm（cm/s）

PI

RI

针刺前

97.0±16.3

47.5±8.6

69.5±9.6

0.73±0.13

0.55±0.52

进针时

96.9±14.5

47.2±8.6

67.4±10.8

0.80±0.14

0.52±0.47

行针时

96.6±11.9

47.3±9.4

67.9±12.1

0.76±0.11

0.54±0.45

出针时

97.2±13.4

48.4±8.8

64.8±16.5

0.77±0.13

0.54±0.40

出针后

98.9±17.6

43.6±8.9

62.5±12.3

0.86±0.15

0.56±0.76

注：与针刺前比较，P>0.05。

提示：针刺左侧丰隆穴后，右侧 ICA 的 TCD 指数在进针、
行针、出针及出针后与针刺前 10min 相比无显著差异。
4

讨

论

针刺左侧丰隆穴能降低出针 10min 后同侧 ACA 的 Vd、
Vm，提示针刺该穴能降低脑动脉血管充盈度以及血流量，应
注意针刺强度和留针时间[1]。针刺左侧飞扬穴对双侧 MCA 的
血流动力学有负性影响，可降低 MCA 的血流速度，提示临床
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时应慎用该穴[3]，针刺大包穴对 ACA
血流动力学无任何影响 [4] ，与本实验研究结果类似，本实验
研究结果提示临床上丰隆穴不是治疗脑血管痉挛及脑供血不

全等脑血管疾病时的首选用穴，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程为平,何微,张安邦.针刺左侧丰隆穴对健康青年大脑前动脉安全性影响
的研究[J].针灸临床杂志,2012,28(7):47-48
[2]石学敏.针灸学[M].2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652
[3]程为平,张安邦,何微,等.针刺左侧飞扬穴对健康青年大脑中动脉血流动力
学的影响[J].针灸临床杂志,2012,28(5):33-35
[4]程为平,牛茜茜,黎青青,等.针刺左侧公孙穴对健康青年人大脑中动脉安全
性影响的研究[J].中医临床研究,2011,2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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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治疗呃逆 37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7 cases of singultation with massage
杨根福
（福建省清流县医院，福建 清流，365300）
中图分类号：R2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47-02

【摘 要】 目的：观察推倒治疗呃逆的临床疗效。方法：对我院门诊及住院的 37 例呃逆患者进行推拿手法治疗，1 次/d，6d
为 1 个疗程，共 4 个疗程后评价治疗效果。结果：痊愈 18 例，显效 9 例，有效 6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89.2%。结论：推拿治
疗呃逆有很好的疗效。
【关键词】 推拿；呃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assage on treating singultation. Methods: 37 patients were given
massage treatment on singultation. The clinical effect was evaluated after 4 treatment courses. Results: 18 cases were cured, 9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6 cases were effective, 4 cases were ineffective,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89.2%. Conclusion: Massag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singultation.
【Keywords】 Massage; Singult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6
1

临床资料
本组 37 例均为 2001～2011 年在我院诊治的患者，其中，

门诊 12 例，住院 25 例。男 25 例，女 12 例。年龄 11～76 岁，
平均 49 岁。病程最短 24h，最长半年。颈/胸椎骨质增生者 8
例，脑卒中者 9 例，脑动脉硬化者 5 例，肺癌术后化疗 2 例，
急性酒精中毒 3 例，胃全切/次全切除术后 5 例，残胃炎 1 例，
尿毒症 2 例，饱餐、吸入冷空气及情绪刺激所致者各 1 例。
2

治疗方法

2.1 患者取坐位，按揉合谷、内关、肩井、翳风、攒竹、天鼎、
天突，滚法、按揉及拿法治疗颈项及肩背部，用颈椎侧扳法、
定位扳法、旋转扳法[3]等，共约 10min。
2.2 患者仰卧位，按揉膻中、中脘、天枢、足三里、太冲，顺
时针方向摩腹共 5～8min。
2.3 患者俯卧位，按揉膈俞、脾俞、胃俞、肾俞，沿腰背部脊
柱两侧膀胱经施以滚法、按揉及弹拨法，扳肩胸式椎扳法。
2.4 取坐位，采用胸椎对抗复位扳法，重点在胸 5～8 椎。
2.5 继上势，用两手掌自上而下搓揉胸胁部约 1～2min，最后
颈背部督脉及膀胱经自上而下以轻快的叩击手法结束。
3

疗效标准
①痊愈：治疗后呃逆消失。②显效：治疗后呃逆发作时间

例，未愈 4 例，总有效率 89.2%。
5

讨

论

呃逆古称“哕”
、
“哕逆”
，俗称“打嗝”
、
“打呃忒”
，是指
胃气上逆动膈，以气逆上冲，喉间呃呃连声，声短而频，不能
自止的病证[1]。现代医学认为，呃逆是各种原因导致迷走神经
或膈神经兴奋，反射性引起膈肌痉挛，同时伴随喉肌痉挛而发
出特殊声响的病症[2]。短者数次或数分钟可止，长者可达数十
年不愈。久患呃逆导致正气损伤，严重者可变生它证，直接影
响患者健康及生活质量。呃逆按病因可分为中枢性和反射性两
大类。中枢性呃逆是指病灶直接或间接刺激脊髓或延髓呃逆反
射中枢所致。反射性呃逆是指直接刺激胸、颈等部位的膈神经
和迷走神经而引起。呃逆的反射中枢在小脑，颈 3～5 椎脊髓。
祖国医学认为，呃逆的病因病机，不外虚实两端。实者或因饮
食不当，或情志不和，致气机不利，胃失和降，气逆于上而作
呃逆；虚者责之脾胃及肾，或因阴液不足，虚炎上炎，或为中
气衰败，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胃气上逆动膈而发本病。推拿
的治疗原则为补虚泻实。取合谷手阳明之原穴，天枢大肠之募，
配腑会中脘、足三里、脾胃俞，能健脾益胃降逆，调整胃肠机
能；取气会膻中，血会膈俞，配攒竹、天鼎、肩井、扳颈椎，
行气活血，疏通三焦气机，使气机升降有序；按揉天突、太冲、
内关、扳胸椎、搓揉胁肋，宽胸化痰，疏肝理气，降逆止呃；

或频率减少≥治疗前 1/2。③有效：治疗后呃逆发作时间减少，

取膀胱经脾胃俞、肾俞与足三里，能补脾胃，益肾元，升清降

频率减低，但发作时间或频率减少<治疗前 1/2。④未愈：治疗

浊，清浊分，则呃逆自止。全方针对致病之因，辨证施治，通

后症状无改善。

过疏通经络，行气活血，调理阴阳，纠正解剖位置异常，从而
消除刺激膈神经、迷走神经或呃逆反射中枢的病因，故能取得

4

结

果

良好效果。作为非药物的物理疗法，推拿治疗呃逆，应用得当，

治疗 1 次/d，6d 为 1 个疗程，每个疗程后休息 1d，治疗 4
个疗程后评价治疗效果。结果：治愈 18 例，显效 9 例，有效 6

（下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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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针治疗带状疱疹 60 例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0 cases of herpes zoster with
fire needle therapy
钱彦方 1 李普教 2
（1.海军总医院，北京，100048；2.内蒙古化德县医院，内蒙古 化德，013350）
中图分类号：R75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48-02

【摘 要】 目的：用中医传统火针临床论治常见的带状疱疹。方法：采用细火针、三头火针针具，主穴加辨证论治取穴的方
法，将患者分为治疗组 60 例、对照组各 60 例，治疗组用细针深急刺、三头火针点刺的治疗手法，隔日治疗 1 次，7 次为 1 个疗
程；对照组采用口服阿昔洛韦片、肌注维生素 B12、外敷等方法治疗，7d 为 1 个疗程，连用 2 个疗程，判定治疗效果。结果：治
疗组痊愈率 70%、总有效率 96.67%；对照组痊愈率 21.67%、总有效率 63.33%；两组间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火
针治疗带状疱疹疗效快，止痛效果好，病愈迅速，有不留后遗症的特点。
【关键词】 火针；带状疱疹；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ditional fire needling therapy on herpes zoster.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orally given acyclovir and injected with vitamin B12,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needling with fine needle and triple-head fire needle. Both groups received 2 courses of treatment and then the
efficiencies in both groups were record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96.67% and 63.33%, respectively. The cure rat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70% and 21.67%,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t was effective, safe and easily operating to use the fire needle on treating herpes zoster.
【Keywords】Fire needling therapy; Herpes zoster;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7
带状疱疹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因某些药物治疗可能有毒

肝胆风火型：皮疹鲜红，疱壁紧张，灼热刺痛，并伴有口

副作用，所以选择一种适宜的治疗方法成为本病能否痊愈的关

苦咽干，渴喜冷饮，食欲减退，烦躁易怒，小便短赤，大便干

键，在临床对带状疱疹诊疗中采用火针治疗疗效较为满意，现

结，舌质红，苔薄黄或黄腻，脉弦数。
脾经湿热型：皮损淡红，起黄白水疮，或起大疱，疱壁松

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疏，易于穿破，渗水糜烂，并伴有纳谷不香，腹胀便溏，舌淡
红，苔黄腻，脉滑数。

1.1 一般资料
将 2010 年 3 月～2012 年 12 月，在中医科门诊和病房诊治
的 120 例带状疱疹患者，分为治疗、对照两组。治疗组 60 例，

气滞血瘀型：皮疹消退后，仍然局部疼痛不止，以致夜寐
不宁，精神萎顿，舌质暗或有瘀点，苔薄白，脉弦细。
1.4 纳入标准

男 26 例，女 34 例，年龄 34～55 岁，平均（42.62±9.44）岁，

①符合诊断标准者；②征询患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病程 1d～2 周，平均（6.5±2.16）d；对照组 60 例，男 27 例，

者；③自发病后至就诊前未接受任何治疗者。

女 33 例，年龄 34～57 岁，平均（42.02±9.02）岁，病程 2d～

1.5 排除标准

2 周，平均（6.3±2.23）d。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相仿，经统

①不符合诊断标准者；②患者不同意配合治疗者；③自发

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病后至就诊前接受过治疗者；④接受治疗不连续者，或在接受

1.2 诊断标准

治疗的过程中又接受其他治疗方法者，和未满规定观察期而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即《中医病症疗

断治疗、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者。

效诊断标准》为诊断依据：①皮损多为绿豆大小的水疱，簇集

治疗方法

成群，疱壁较紧张，基底色红，常单侧分布，排列成带状，严

2

重者，皮肤可表现出血性或可见坏疽性损害，皮损发于头面部

2.1 治疗组

者，病情往往较重。②皮疹出现前，常先有皮肤刺痛感或灼热

①治则：清热解毒，活血止痛，兼祛风化湿，行气等法。

感，可伴有周身轻度不适，发热。③自觉疼痛明显，可有难以

②取穴：主穴：阿是穴，病变部位相应夹脊穴，若头面部患病

忍受的剧痛或皮疹消退后遗疼痛。

取患侧风池、合谷、外关、太阳、颊车等穴。辨证加减：若肝

1.3 中医辨证分型

胆风火者加：阴陵泉、曲泉、行间、侠溪、血海。脾经湿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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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膈俞、血海、阴陵泉、三阴交、足三里、内庭。气滞血瘀
者加：合谷、太冲、支沟、三阴交、足三里。③针具：细火针、
三头火针。④刺法：取病变相应之夹脊穴，即皮损如在第 6 肋
间，则取同侧胸 5～胸 7 夹脊穴，以细火针深疾刺；阿是穴是

2 个疗程，治疗结束后判定疗效。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指患病部位，是根据《内经》“以痛为腧”的原则，可用细火针

①治愈：皮疹消退，临床体征消失，无疼痛后遗症。②好

点刺病位四周 3～7 针（依病变范围大小而定）
，疱疹则以三头

转：皮疹消退约 30%，疼痛明显减轻。③未愈：皮疹消退不足

火针点刺。若刺出血更佳。其余穴位，均依据穴位可刺深度，

30%，仍有疼痛。

分别用细火针采用浅疾刺或深疾刺法。

3.2 统计学处理

隔日治疗 1 次，7 次为 1 个疗程，治疗结束后，判定疗效。

统计方法采用 SPSS10.0 软件，两组临床疗效比较应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分析。

2.2 对照组
采用口服阿昔洛韦片 200mg/d，3 次/d，和外用阿昔洛韦

3.3 治疗结果

软膏，肌注维生素 B12 注射液 500ug，7d 为 1 个疗程，治疗

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痊愈

好转

治疗组

60

42

16

对照组

60

13

25

好转率（%）

x2

P

2

96.67

20.8

330.000

22

63.33

未愈

注：经统计学 wilcoxon 秩和检验分析 P<0.05，有统计学意义。

4

体

会

带状疱疹属中医“蛇串疮”等范畴。病机为肝气郁结久而
化火妄动，脾经湿热内蕴，外溢皮肤而生，偶因兼感毒邪，以
致湿热火毒蕴积肌肤而成，年老体弱者，常因阴虚火旺，湿热
毒盛，气血凝滞，以致疼痛剧烈，日久才能消失。
发病时患部临床表现常有带索状皮肤刺痛，疼痛有的发生
在皮疹出现之前，有的伴随皮疹同时发生，有的发生在皮疹之
后，皮肤刺痛轻重不等，儿童患者疼痛轻微，年老体弱患者疼
痛往往剧烈难忍，常扩大到皮损范围之外，即使皮疹消失，后
遗疼痛数月，甚至更长时间；除疼痛皮疹外，常伴有轻度发热，
疲乏无力，胃纳不佳，苔薄黄，脉弦数等全身症状。皮损多先
为带片状的红色斑丘疹，很快即成绿豆到黄豆大小的小疱，3～
5 个簇集成群，累累如串珠，聚集一处或数处，排列成带状；
疱群之间，间隔正常皮肤，疱液初透明，5～6d 转为浑浊，重
者有出血点，血疱或坏死，轻者可无皮损，仅见刺痛感，或稍
有潮红，没有典型水疱，皮疹者常发生于身体的一侧，如腰胁
部、胸部、颜面部、大腿内侧等，一般不超过正中线；发于面
部者，往往病情较重，疼痛剧烈，甚至影响视力和听觉，有的

火针刺阿是穴，夹脊穴，可调畅局部气机，活血化瘀兼散
瘀火而止痛，发于头面部者，则不用夹脊穴，取风池、合谷、
外关等穴，以清热解毒，疏风止痛。
若肝胆风火是由于风火郁于少阳、厥阴之经，故取肝经合
穴曲泉、荧穴行间，针而泻之，清泻厥阴之郁火；配泻胆经合
穴阳陵泉、荧穴侠溪，疏泻少阳风热；血海以养血化瘀见长，
配合主穴，共成调畅气血，清热解毒，行气止痛之功。
脾经湿热乃脾失健运，湿热蕴于太阳、阳明之经所致。故
针泻脾经合穴阴陵泉、会穴三阴交，运脾利湿；胃经合穴足三
里、荧穴内庭清胃泻火，配膈腧、血海凉血化瘀，与主穴共用
疏通经气，清热利湿，解毒止痛。
气滞血瘀者：取少阳经支沟，以疏离胸胁、三焦之气机，
并以合谷、太冲开四关，以疏肝理气而使气机调畅；取足太阳
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三经交会穴三阴交，以健脾益气，
活血化瘀；因病久故以足三里健脾胃，益气血，补虚损而止疼
痛。全方共成行气补气，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之功。
按语：火针治疗带状疱疹疗效极佳，有止痛快，病愈迅速，
不留后遗症的特点，但一定要及时治疗。

出现面瘫，病程为 2 周左右，严重者可迁延日久，一般不超过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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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效如鼓桴，且具有无创伤，无副作用，简便易行的优点，
病人乐于接受，依从性好。但在临床应用中还应注意：首先，
推拿治疗要在积极治疗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二是要辨论治，
实者泻之，虚者补之，随证施行补泻手法。三是手法要做到“均
匀、柔和、持久、有力”
，进而达到“深透”的要求[4]，操作时
应做到手法熟练，使病人“不觉其苦”，切忌简单粗暴，急于
求成。四是应根据气候、患者的体质强弱及病情的缓急，施术
中密切观察患者情况，询问其感受，及时调整手法。五是调畅
情志，进行心理疏导，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方药中,邓铁涛,等.实用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92:228
[2]王怀经.局部解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81
[3]刘益善,郭伟,赵平.脊柱(定点)旋转复位法治疗顽固性呃逆[J].空军总医院
学报,2007,23(1)
[4]范炳华.推拿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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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炷温针双针傍刺治疗膝痹临床观察
Clinical effect of moxa cone warm needling, double needling and lateral
needling on treating knee paralysis
嘉士健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四川 成都，610500）
中图分类号：R25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50-02

【摘 要】 目的：观察艾炷温针双针傍刺治疗膝痹临床疗效，开拓治疗膝痹新方法。方法：门诊和住院病例用艾炷温针傍刺
治疗。结果：艾炷温针双针傍刺治疗膝痹，有效率 99%，痊显率 79%。结论：艾炷温针双针傍刺治疗膝痹安全有效，是治疗膝痹
新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艾炷温针；双针；傍刺；膝痹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xa cone warm needling, double needling and lateral needling on knee
paralysis. Methods: The patients collected in the outpatient clinic and hospitalized department were given moxa cone warm needling,
double needling and lateral needling.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the cure rate were 99% and 7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Moxa
cone warm needling, double needling and lateral needling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knee paralysi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Moxa cone warm needling; Double needling; Lateral needling; Knee par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8
膝痹是临床常见的中老年多发病，是指患者双膝或单膝关

捻转得气，再在外膝眼上髌骨下取一点，用 1.5 寸毫针向外膝

节疼痛、压痛、关节僵硬，活动障碍，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

眼的针尖方向单针进针，缓缓推进 0.8～1 寸，微微捻转得气。

临床中西医方案颇多。我科近年来运用艾炷温针双针傍刺治疗

内膝眼操作同上。针刺完成后再在双针膝眼处各用一有小孔的

该病，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纸片放于针根处，取 2 块 1.5cm 长的艾炷在内外膝眼双针针尾

1

临床资料

上缓缓导入，点燃艾炷，待艾炷燃尽后再重复 1 艾炷，1 次/d，
6d 为 1 个疗程，休息 2d 再进行下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观察。

1.1 一般资料
病员均来自我科住院和门诊，观察 120 例，其中男 38 例，
女 82 例。平均年龄 58.4 岁，病程最长 12 年，最短 30d。

疗效观察

3

3.1 疗效标准

1.2 诊断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

参照 1995 年 11 月实施的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

临床控制：临床症状消失，关节活动正常；①显效：临床症状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有关骨痹的诊断和 2007 版《骨关节炎

明显减轻，关节活动无大碍；②有效：临床症状好转，关节活

诊治指南》中的西医诊断标准。①临床症状：中老年人，患者

动有不适或疼痛感；③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甚至加重。

单膝或双膝关节疼痛，肿胀或压痛，患病关节有摩擦音（感），

3.2 治疗结果（见表 1）

乏力，活动障碍，起病隐袭，发病缓慢，日久肌肉萎缩，气候
变化加重，反复缠绵不愈；②影像资料：X 片 CT 或 MRI 显示

表1

治疗结果

非对称性关节变窄，软骨下骨硬化和囊性变，关节边缘骨质增

病例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生，骨刺形成；③生化检查：血常规，血清蛋白等指标一般正

120

68（56.67）

27（22.5）

24（20）

1（0.83）

常范围，伴有滑膜炎者 CRP、ESR 轻度升高 RF\ANA 阴性。
1.3 排除标准
血常规异常、ESR 升高、UA 高、RF 阳性、抗 ANA 阳性，

4

讨

论

膝痹是中医病名，一般属于西医“骨关节炎”范畴，认为

关节红肿或 MRI 显示滑膜皱褶严重，关节积液巨量。有严重

本病为一种慢性进行性退化疾病，以软骨的慢性磨损为特点，

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异常，传染病，感染性皮损，关节结核，

常在中老年发病，在疾病的初期无明显症状，或症状较轻，早

以及不认可本治疗路径的患者。

期表现为关节的僵硬不适感，活动后好转，剧烈运动后炎性加
重，症状明显，休息和对症治疗好转。临床女性患者较男性多，

2

治疗及观察方法
患者平卧于治疗床上，治疗的膝关节腘窝处垫一小枕，小

肥胖体重者，症状尤为突出，重视体重很重要。中医认为本病
年老体衰，或肾气亏损，或脾虚湿盛或阳虚寒凝，或气虚血瘀。

枕上铺一小毛巾，患膝关节屈曲放在小枕上，取患膝膝眼，膝

使用温针灸治疗，一方面，它是针刺和艾灸相结合使用的一种

关节周围常规消毒，选定外膝眼的进针点，左手固定皮肤，右

治疗方法，通过用针刺直达病所，艾灸温通经络，达到益气温

手先取两根 1.5 寸毫针同时快速进针，缓缓推进 1.2 寸，微微

阳散寒祛瘀通络止痛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是一种通过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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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证实简单有效的实用方法，早已得到医患认可。适用于既需

圆饼，套针上，以艾灸之，多以取效。……此法行于山野贫贱

要留针也需要施灸的疾病。在内外膝眼施以温针灸，其热力可

之人，经络受风寒者，或有效”。近代已不用药饼承艾，但在

通达针体传入膝关节内，能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展促进循环，使

方法也有一定改进。其适应证已不局限于以风湿疾患，偏于寒

炎症吸收，达到治疗目的。在针刺手法上采用改进傍刺疗法。

性的一类疾病为主，如骨关节病、肌肤冷痛及腹胀、便溏等，

《灵枢·官针》
：
“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即十二刺，又

而扩大到多种病证的治疗。

叫十二节刺，傍针刺是其中的一种，这种刺法多用于压痛明显，
痛处固定，久久不遇的痹症。《灵枢·官针》：“傍针刺者，直
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痹久居者也”。本人改进了傍刺法，先
用双针一起直刺一处，再在其近旁斜向针尖加刺一针，即致直

艾炷温针双针傍刺治疗膝痹临床疗效确定，方法简单易
行，为治疗本病引导一种好方法。
参考文献：

刺 2 针傍刺 1 针。这种改进刺法，加强了局部刺激，在其主针

[I]奚永江.针法灸法学[M].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6

上导艾柱温针，一方面增加针的稳定性，防止倾俯烫伤，另一

[2]朱冬梅.温针灸治疗退行性膝关节炎 54 临床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2009,4(9)

方面增加红外治疗更明显。艾柱温针最早见于伤寒论，到明代
为盛。如杨继洲，《针灸大成》：“其法，针穴上，以香白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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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针疗法配合灸法治疗面瘫倒错 1 例
Treating a case of facial spasm with hanging needling combined with
moxibustion
王 毅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人民医院，贵州 六盘水，553001）
中图分类号：R7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51-02

证型：IDBG

【摘 要】 面瘫倒错为面瘫病情迁延日久，瘫痪肌肉出现挛缩，口角反牵向患侧，甚至出现面肌痉挛，形成倒错。笔者运用
挂针疗法为主，配合灸法、头针、体针治疗面瘫倒错 1 例，疗效显著，且挂针可减轻患者长期针刺治疗痛苦，避免紧张情绪，更
易被患者接受，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关键词】 面瘫；倒错；挂针
【Abstract】 As facial paralysis goes on, paralyzed muscle becomes crispation and even facial spasm, and perversion form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used hanging needling combined with moxibustion, head acupuncture and body acupuncture to cure a case of facial
paralysis. It is proved that hanging needling is effective in relieving pains and preventing tension emotion of the patient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Facial paralysis; Perversion; Hanging needl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29
面瘫倒错为面瘫病情迁延日久，瘫痪肌肉出现挛缩，口角

常，纳眠可，二便正常。专科检查：神志清楚，精神可，对

反牵向患侧，甚至出现面肌痉挛，形成倒错。目前临床对针灸

答切题，定向力、理解力及计算力正常，粗测嗅觉、视力、

治疗面瘫倒错的报道较少，笔者运用挂针疗法配合灸法治疗面

视野正常，双侧眼球各方向运动灵活，无复视，无眼震，无

瘫倒错一例，效果显著，现报道如下。

眼睑下垂，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0mm，直接及见解

1

病历摘要
患者甲，男，39 岁，因“右侧眼睑闭合不全、口角歪斜

对光反射存在，调节反射、辐辏反射正常。面部痛、触觉正
常，右侧颊肌萎缩，咀嚼动作对称有力，张口下颌无偏斜，
右侧额纹变浅，右侧眼睑轻度闭合不全，双侧鼻唇沟对称，

6＋月”入院。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劳累后出现鼻塞、流鼻涕、

右侧口角歪斜，鼓腮稍漏气。粗侧双侧听力正常，无构音障

耳痛、耳鸣等“感冒症状”，未予重视，2012 年 3 月 19 日中

碍。无饮水呛咳，无吞咽困难。悬雍垂居中，咽反射存在。

午自觉眼干，眨眼次数减少，晚上发现右侧嘴角僵硬，口角

双侧胸锁乳突肌、斜方肌无萎缩，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

歪向左侧，喝水漏水，遂求诊于当地医院，予 VitB1、VitB2、

四肢腱反射存在。指鼻试验、轮替试验、跟膝胫试验稳准，

地巴唑等营养神经、对症处理症状未缓解。后多次住院治疗，

闭目难立征（-），病理征（-），脑膜刺激征（-）。头颅 MR 示：

予针灸、激素配合营养神经药物治疗（具体用药不详），症状

无明显异常肌电图示：右侧面神经损害。舌淡暗，苔薄白，

稍缓解。现患者右侧眼睑闭合不全，口角反偏向右侧，无发

脉弦细。西医诊断：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中医诊断：面瘫。

热恶寒，头晕头痛，无偏身麻木、半身不遂，心、肺未见异

中医辨证：气虚血瘀兼肝血亏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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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法

象。应该以扶正祛邪为主，刺激宜轻宜浅。
挂针集合了内经刺法毛刺、直针刺、浮刺等特点[3]，作用

益气活血、养血通络。
头针：取穴：攒竹（双）
、阳白（双）
、太阳（双）
。操作：
交替浅刺，平补平泻。
挂针：取穴：人中、夹人中（右）
、地仓（右）、迎香（右）、
大迎（右）
、口颊部局部循经取穴。操作：用 1 寸毫针浅刺进
皮内后松手，使针自然悬挂在皮肤表面而不致脱落，留针
20min。
体针：取穴：合谷（双）、足三里（双）、阳陵泉（双）。
操作：补法留针 20min。
温针灸：取穴：肝腧（双）
、肾腧（双）
。操作：进针得气
后将 2cm 艾条插针柄上点燃施灸。
隔姜灸：取穴：地仓（右）、颧髎（右）、阳白（右），操
作：针刺结束后进行，每穴三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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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于皮部，可激发、调节脏腑经络功能，调整阴阳平衡。同时其
刺激轻而浅，可防止和改善面部肌肉挛缩。正合《素问·皮部》
“凡十二经脉者，皮之部也。是故百病之死生也，必先于皮毛”
之说。燕平[4]应用挂针方法，取穴以面部太阳、阳明经为主，
调整了面部经络功能，使气血调和，阴阳平衡，治疗面神经麻
痹 27 例取得良好疗效。
本案笔者采用挂针疗法，取面部太阳、阳明经穴位为主
疏调局部筋络气血，配合远端合谷、足三里补益气血、濡养
筋络；筋会阳陵泉疏调筋经；肝腧、肾腧温针灸补益肝肾。
面部局部穴位隔姜灸扶正通络、温经散寒，温通筋肉气血、
解除挛缩、恢复经络功能。诸法合用，共奏益气活血、养血
通络之功。同时，挂针疗法刺激量小，可减轻患者长期针刺
治疗痛苦，避免紧张情绪，更易被患者接受，值得临床进一

论

步研究和推广。

《灵枢•经筋》云：
“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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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若继续给于针刺泻法、电针等高强度刺激，只能加重倒错现

以针灸为主综合治疗面瘫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facial paralysis with the integrative treatment
mainly including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杨 晶1

肖文华 2

（1.武汉市中医医院，湖北 武汉，430016；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2011 级临床专业，湖北 武汉，430000）
中图分类号：R7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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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观察：针灸治疗面瘫的疗效。方法：通过 62 例患者的临床治疗予以分析。结果：对各种原因引起的面瘫均取得
了满意的效果。结论：以针灸为主的综合治疗可有效改善面瘫症状。
【关键词】 针灸；面瘫；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 facial paralysis. Methods: 62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Result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had reasonable effect on kinds of facial paralysis.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treatment mainly including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facial paralysis.
【Keyword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Facial paralysis;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0
面瘫，俗称“口眼歪斜”
，现代医学称之为“面神经麻痹”
，

健侧，鼓腮漏气，咀嚼时食物残渣常滞留于病侧的齿颊之间，

表现为一侧面部表情肌的完全性瘫痪，如额纹消失，眼裂变大，

病侧的流涎，溢泪，瞬目动作明显减弱或消失，严重时还可出

闭目不紧或不合；患侧鼻唇沟变浅，口角下垂，露齿口角偏向

现患侧舌前 2/3 味觉消失，听觉过敏症。本病临床极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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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病较急，任何年龄均可发病，但以 20～40 岁最多见，男

-53漏气。

性较多于女性。大量临床研究表明针灸疗法对该病有较好的治
疗作用。

翳风为手足少阳之会，其经从缺盆上耳后，疏通此处经气
可缓解面部神经血管痉挛，促进供血。

以下是笔者在中风科病房所接触的 62 例病例的观察与分
析。
1

阳明为足少阳、阳维之会，上挟头角，激发此处经气，可
促进提眉，蹙额。
急性期患者可口服强的松、地巴唑、维生素 B1、维生素 C，

临床资料

7d，同时选用如下穴位浅刺：患侧风池、百会、四神聪、翳风、
本病例均为 2012 年 1 月～2012 年 6 月的病例，共 62 例，

神庭、头维、阳白透鱼腰、攒竹、丝竹空、四白、颧髎、太阳、

男性 43 例，女性 19 例，年龄 16～64 岁，病程 1～60d。这些

迎香、颊车、承浆透地仓、地仓透人中；健侧：合谷。风池、

病例中有亨特（Hunt）综合症 3 例，年龄 36～58 岁，病程 15～

百会、四神聪、翳风端坐位取穴，留针 10min，不断捻针，重

32d；贝尔（Bell）麻痹 18 例，16～58 岁，病程 3～20d；单纯

点在风池，如果耳后疼痛，暂不选用翳风穴。此期间暂不使用

性面瘫 41 例，年龄 20～64 岁，病程 1～6d。总体治疗时间为

电针。

10～18d。
2

治疗方法

恢复期改浅刺为平斜深刺，再予用 G6805 型电针仪连接下
关和额髂穴，采用断续波，频率为 20/min，刺激强度以明显引
起面肌收缩反应且不产生疼痛为度，同时使用神灯治疗仪照射

采用近端、远端取穴，根据各期不同特点采用不同方法以
达到治疗目的。

患侧 20min，并配以艾条温和灸下关穴或翳风穴，10 次为 1 个
疗程。

根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原理，选用四肢部腧穴进
行针刺，利用激发经气，加快血流速度，改善血液循环，缓解

3

注意事项

症状，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临床常用的远端取穴如下：足三

治疗期间尽量做到：①不过度用眼：不看书、不看电视；

里，首先为扶正祛邪的特效穴，其次有补益中气，助血之化源

②冬春季时要避风寒：戴口罩、戴眼罩（镜），用围巾将耳后

的作用，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血旺盛使筋脉得养，则拘急

乳突部围严，以不出汗为宜，早期眼睛闭合不全引起流泪时，

迟缓可缓，而防患侧面肌痉挛缩于未然。又足阳明之筋上颊口，

每天用氯霉素眼药水清洁眼部 2～3 次；③避免感冒；④禁烟

合于颊，下结于鼻，为目下纲，用之治鼻翼瘫痪，下眼睑拘急

酒、少吃辛辣油腻之品。

也很适合。
合谷，为手阳明经原穴，其经贯颊，下入齿中，挟口，交

4

人中，且合谷具有司开口止痛的特定作用，宜用于口角歪斜。
三阴交，为足三阴之会穴，有活血补血之功，与合谷相配，

治疗效果
本组 62 例不同症状的面瘫病症通过以针灸为主的综合疗

法，结果显示 3 例亨特（Hunt）综合症，好转 2 例，无效 1 例；

活血通络，改善病灶血行；与足三里相配，气血双补，利于疾

18 例贝尔（Bell）麻痹，痊愈 2 例，好转 14 例，无效 2 例。

病恢复。

41 例单纯性面瘫，痊愈 31 例，好转 9 例，无效 1 例。

阳陵泉，为筋之会穴，足少阳之筋，循耳后，上额角，交
巅上下走颌，上结于耳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宜用于耳后痛、
头痛、目不合等。
外关，通于阳维，手少阴之筋，系舌本，其支者，上曲牙，

5

治疗体会
通过针灸的刺激，可使患侧面神经产生兴奋，增强肌纤维

收缩，加速面神经炎症局部的血液和淋巴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循耳前，属目外眦，宜用于耳前痛及患侧舌前 2/3 味觉减退或

改善受损面神经和面肌营养状况，促进面神经炎症和水肿的吸

麻木者。

收，从而有利于病损面神经功能的恢复。

近端取穴主要是根据“腧穴所在，主治所及”的原理，通

电刺激可以激发失神经支配的肌纤维主动收缩，保持肌细

过针刺作用于脑腧穴，以激发经气，调整阴阳，补泻虚实，达

胞固有的收缩和舒张特性，电针激发了强有力的收缩，促进了

到治疗目的。在临床取穴过程中头面部的腧穴被大量使用，他

细胞内的新陈代谢，减缓了肌蛋白因失神经支配后的变性过

们起到改善局部供血，改善面神经的供血供氧，促进功能的恢

程，减少肌糖元的丧失。被动活动肌肉可使肌纤维得到充分的

复的作用。且发现下关、地仓、翳风、阳白、颊车等分布在手

伸展，保证了失神经支配的肌肉的弹性，减轻麻痹的肌肉内的

足阳明、少阳经上的腧穴使用频次较多，对这些腧穴进行刺激

瘀血和淋巴液的瘀积，改善了血液循环，减弱肌纤维变性和肌

可以局部激发经气，调整气血运行，缓解经气在这些经脉上的

纤维的结缔组织增生。

阻滞，以达到治愈目的。
下关、地仓、颊车均为足阴明经上的腧穴，且下关是足阳
明、少阳之会。足阳明之脉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

神灯治疗仪有消炎止痛的作用，使用时距离不宜太近，以
患者感到轻微发热即可。疗程中可间断应用，时间不宜过长，
以免“上火”或面神经变性。

唇，循颊车，下耳前，故针刺这些腧穴，可使患侧口角向外上
方牵引，使鼻柱居于中，使唇与颊角贴向齿，减少鼓腮，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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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针刀加圆利针治疗中枢性偏瘫 68 例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8 cases of central hemiplegia with
ultramicro needle-knife and spherical sharp needle
王远庆
（上海中冶医院，上海，200941）
中图分类号：R2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54-02

【摘 要】 本文采用超微针刀加圆利针治疗中枢性偏瘫 68 例，同时设单纯超微针刀组 20 例及单纯圆利针组 30 例进行对照
观察。结果：治疗组愈显率 94.1%，明显优于单纯超微针刀组和单纯圆利针组（P<0.005）。结论：超微针刀加圆利针治疗中枢性
偏瘫较单纯超微针刀及圆利针疗效好。
【关键词】 中枢性偏瘫；超微针刀；圆利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ultramicro needle-knife and spherical sharp needle on central hemiplegia.
Methods: 68 patients were given ultramicro needle-knife and spherical sharp needle, while 20 other patients and 30 other patients were
given simple ultramicro needle-knife and simple spherical sharp needle,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1.7%,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Ultramicro needle-knife and spherical sharp needle had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central hemiplegia than mere ultramicro needle-knife or mere spherical sharp needle.
【Keywords】 Central hemiplegia; Ultramicro needle-knife; Spherical sharp need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1
肩胛提肌；②躯干四肢部：三角肌，大、小圆机肱二头肌，肱

笔者从 2008～2012 年用超微针刀加圆利针治疗上级运动
神经元受损所致的中枢性偏瘫 68 例，同时设单纯超微针刀及

三头肌以及前臂的手指伸屈肌群；腰大肌，髂腰肌，股四头肌，

单纯圆利针对照组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腘绳肌以及胫前肌[1]。

1

2.2 操作方法

临床资料

①超微针刀：患者分别采取仰卧、侧卧、俯卧位在治疗床

共治疗 118 例均为病情稳定后的中枢性偏瘫患者，男 67

上，暴露治疗部位，常规消毒。针尖朝向肌肉的起点、止点或

例，女 51 例；最小 28 岁，最大 83 岁；病程最短 18d，最长 1

肌腹的结节、条索，轻轻切开，进刀深度 0.5cm 或 1cm。出针

年；脑出血 21 例，脑血栓形成 47 例，脑梗塞 50 例；肢体瘫

后用干棉球按压针眼 1～2min 即可[2]。

痪左侧 69 例、右侧 49 例；中枢性面瘫 55 例，失语 35 例，大

②圆利针：患者卧姿同超微针刀组，分别对肌肉的起点、

小便失禁 28 例。随机分为三组，超微针刀加圆利针组（治疗

中点或止点采用圆利针行“扇形针刺”手法进行治疗，进针后

组 68 例）
，超微针刀组 20 例，圆利针组 30 例。

感觉针下松动即出针，不行针刺手法，不留针。

2

③治疗组超微针刀和圆利针交叉治疗，超微针刀治疗后次

治疗方法

日可行圆利针治疗。超微针刀组单纯采用超微针刀治疗，圆利
2.1 治疗部位

针组单纯采用圆利针治疗。以上三组治疗每日或隔日 1 次，10

超微针刀组：①头面部：C1 横突、C2 棘突、枕骨下项

次 1 个疗程，疗程间隔 3d。

线；②躯干四肢部：喙突、C6、7 棘突旁（双），盂上、下
3

结节，尺骨茎突，豌豆骨；L1、2 棘突两侧，第 11、12 肋
尖，腰骶三角区，股骨大转子，髌下脂肪垫部；踝关节内、

治疗结果
参照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疗效判断标准判定疗效，治

外侧缘。

疗 2 个月统计疗效（见表 1）
。

圆利针组：①头颈部：头后大小直肌、头夹肌、颈夹肌、
表 1 各组疗效比较
组别

n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愈显率（%）
94.1

治疗组

68

55

9

3

1

超微针刀组

20

10

3

6

1

65

圆利针组

30

15

5

9

1

66.6

注：由表 1 见，治疗组的愈显率明显高于超微针刀、圆利针组，超微针刀组和圆利针组间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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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药升降浮沉
Analysis on the rising and falling theory in Chinese medicine
杨 锐 张 恒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中图分类号：R2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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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55-03

【摘 要】 升降浮沉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升降学说在中药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了解中药升降浮沉之性，
对临床用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药；药性；升降浮沉
【Abstract】 The rising and falling theory is one of the basic cont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al properties theory. It
is also a manifestation in the field of TCM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rising and falling of Chinese medicine has some guid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al properties; Rising and falling theo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2
《内经》有云，
“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药物升降浮沉理

秋收冬藏，土居中化。是以味薄者生而升，气薄者降而收，气

论，即是升降学说在中药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指导中医临

厚者浮而长，味厚者沉而藏，气味平者化而成”
（
《本草纲目》

床处方用药的基本法则之一，是中药药性理论的基本内容。本

序）。此论较之张元素又更进一步。其后，王好古又将药物按

文将从源流沿革、影响因素、临床应用三个方面对中药升降浮

气味厚薄升降浮沉分为 5 类。即：
“味薄者升，甘平、辛平、

沉理论进行讨论。

辛微温、微苦平之药是也。气薄者降，甘寒、甘凉、甘淡寒凉、

1

中药升降浮沉理论的源流沿革
中药的升降沉浮是指药物在人体的作用趋向（与病势趋向

相反，与病位相同）。不同的中药作用于人体后会出现不同的

酸温、酸平、咸平之药是也。气厚者浮，甘热、辛热之药是也。
味厚者沉，苦寒、咸寒之药是也。气味平者，兼四气四味，甘
平、甘温、甘凉、甘辛平、甘微苦平之药是也”
（
《本草纲目》
序）
。药物升降浮沉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趋向：升和浮的趋向是向上、向外；沉和降的趋向是向下、向

及至明清，李时珍贯通诸家所论，对中药升降浮沉学说做

内。所谓“升极则浮，降极则沉”，升与浮、沉与降之间只是

出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认为，就性味而论，“酸咸无升，甘

程度不同，实际应用常是升浮同用、沉降并称。

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
。就炮制方法而言，
“升者引之以咸

中药升降浮沉理论初具雏形可追溯至《内经》时期。“味

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陈

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

嘉漠在《本草蒙筌》亦指出“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

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而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童便制，除劣性而降下；米泔制，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

去燥性而和中”
。此外，用药还应顺应四时变化，
“春月宜加辛

阳”（《素问•至真要大论》）。诸如此类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

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

出升降浮沉的药性，但已经包含有药物作用趋向的雏形，并提

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药，人参、

出药物气味厚薄与阴阳升降出入的关系密切。

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

《内经》以降，逮及宋朝，医药之书众，未见有论及药物

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

升降浮沉者。及至金元时期，医事大兴，百家争鸣。药物升降

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
（
《本草纲

浮沉理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诸医家归纳整理而日趋成熟完

目》
）
。与东垣直说相契合。这一时期的本草著作，大多都将升

善。其中尤以张元素等易水学派的医家为代表。张氏依据《内

降浮沉学说作为辨证用药的理论指导，成为中药药性理论中不

经》所论，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创制了“气味厚薄寒

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至此，中药传统药性升降浮沉理论基本形

热阴阳升降之图”
，并将 105 味药物分为“风升生”20 味，
“热

成，药物升降浮沉学说开始普及和推广运用。

浮长”20 味，
“湿化成”21 味，
“燥降收”21 味，
“寒沉藏”23
味（
《医学启源•药类法象》
），开创了依据升降浮沉划分药物的
先河。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中提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
在升降浮沉之间”，认为“万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效
象天地，准绳阴阳。”在药物升降问题上，他指出用药应顺应
四时，
“药有升降浮沉化，生长收藏成，以配四时。春升夏浮，

2

药物升降浮沉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可受四气五味、质地轻重、炮制方法、

配伍应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说，质轻的花、叶等多具升浮之性，质重的籽、实、
骨、贝、矿物等多有沉降之功。除了这些一般性，有些中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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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特殊性，如“诸花皆升，旋覆独降”
；
“诸子皆降，蔓

药物能够沉降。如麻黄“体轻清而浮升”
，桂枝“体轻而上行，

荆子独升”（另苍耳子发散风寒，可通鼻窍等）；“诸石入水皆

浮而升”，薄荷“浮而升”；石膏“体重而沉降”，杏仁“浊而

沉，海浮石独升”
；
“诸木皆浮于水，独沉香木入水则沉”等。

。
沉降”

此外，中药应用中尚有“引经药”之论：如牛膝可“引血下行”
、

此外，同一种药物，入药部位不同，升降浮沉作用亦不同。

桔梗能“载药上浮”
，六经各有其引经药，如“太阳经，羌活；……

正如汪昂《本草备要》所言：“药之为枝者达四肢，为皮者达

少阳经，柴胡；……阳明经，升麻、白芷；……太阴经，白芍

皮肤，为心为干者内行脏腑，质之轻者上入心肺，重者下入肝

药；……少阴经，知母；……厥阴经，青皮。
”
（
《医学启源•各

肾。中空者在表，内实者攻里，枯燥者入气分。润泽者入血分。

经引用》
）
。有些中药还具有双向性，如川芎既能“上行头目”，

此上下内外各以其类相从也”
。此外，张元素在《医学启源•药

又能“下行血海”等等。所以具体药物，需具体分析。

用根梢法》中还有“根升梢降”的论述。

2.1 性味

2.5 煎法

升降浮沉和药物本身的性味有密切关系，如性温热、味辛

煎法亦可改变药物原有的升降浮沉之性。如生大黄泻下力

甘的药物多能升浮，性寒凉、味酸苦、咸味多能沉降。正所谓

强，故欲攻下者宜生用，入汤剂应后下，或用开水泡服，久煎

“酸咸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
。

则泻下力减弱；酒炙大黄泻下力较弱，活血作用好，易于瘀血

张元素注解“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有：
“升降者，
天地之气交也，茯苓淡，为天之阳，阳也，阳当上行，何谓利
水而泄下？经云：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
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手太阳也。麻黄苦，为地之阴，阴也，

证；大黄炭则多用于出血证。钩藤久煎后，平肝息风作用减弱，
均为沉降之性降低。
3

药物升降浮沉的临床运用

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升上？经曰：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所

人体内升降运动平衡，气血上下内外周运不休，则五脏相

以麻黄发汗而升上，亦不离乎阴之体，故入手太阴也。附子，

安。若气机升降失常，出入无序，则诸病由生。正如《内经》

气厚者，乃阳中之阳，故经云发热；大黄味之厚者，乃阴中之

中所言：“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清

阴，故经云泄下；竹淡，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也；茶苦，

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䐜胀”。即说明疾病发生

为阴中之阳，所以清头目也。
”

的原因与升降出入失序密切相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

《中药学》教材也指出：
“一般具有升阳发表、祛风散寒、

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

涌吐、开窍等功效的药物，都能上行向外，药性都是升浮的；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又说明了升降出入

而具有泻下、清热、利尿渗湿、重镇安神、潜阳息风、消导积

理论在治则治法上的指导作用。
《医源》中也指出，
“故吾人业

滞、降逆、收敛及止咳平喘等功效的药物，则下行向内，药性

医，必先参天地之阴阳升降，了然于心目间，而后以药性之阴

都是沉降的。
”

阳，治人身之阴阳，药味之升降，调人身之升降，则人身之阴

由此可见，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主要受其性味的支配和制

阳升降，自合于天地之阴阳升降矣。”药物用于疾病防治的最

约。

基本的原理是“以偏纠偏”。以药物升降沉浮之偏性，纠正人

2.2 炮制

体疾病之偏势，这就是治疗。即药物升降的偏性能纠正机体升

中药炮制的目的在于增效减毒，亦可改变或增强药物作用
部位及趋向。“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而软坚，用醋
注肝而住痛”
。
《医学启源•药性生熟用法》中：
“黄连、黄芩、知母、黄
柏，治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须酒炒之，借酒力上升也。咽
之下，脐之上者，须酒洗之；在下者，生用。凡熟升生降也”
。

降平衡失调。运用中药升降浮沉理论指导临床用药，有重要意
义。
总而言之，临床需谙熟药性，审势择药，综合考虑其作用
趋势和作用部位，还应注意与四时相应。
3.1 谙熟药性，顺性选药
张元素在《医学启源•药性备旨》中指出：
“苦药平升，微

张元素认为药物生用主降，熟用主升。且药物可因辅料本身的

寒平亦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苦寒泄湿热，甘苦寒泄血

功能而改变药物的作用趋向。生白术长于健脾、通便；炒白术

热”。在《医学启源•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中亦有：“肝胆：

善于燥湿；焦白术以温化寒湿，收敛止泻为优；土炒白术以健

味辛补，酸泻；气温补，凉泄……脾胃：味甘补，苦泻；气温

脾和胃、止泻止呕为著。

热补，寒凉泻……肺大肠：味酸补，辛泻；气凉补，温泻。肾

2.3 配伍

膀胱：味苦补，咸泻；气寒补，热泻。
”

药物升降的偏性，能够抑制病势，纠正升降平衡失调，顺

药物升降浮沉性能不同，功能亦各异，谙熟药性，合理配

应脏腑的功能。通过适当的配伍，一味药可改变其它药物的升

伍，用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调理脏腑之升降，是治疗疾病的关

降浮沉作用，如桔梗“辛苦，阳中之阳，谓之舟楫，诸药中有

键所在。因此，临床上应根据脏腑生理和药物升降浮沉之性，

此一味，不能下沉”。而槟榔则“性如铁石沉重，能坠诸药至

合理选择药物，调节脏腑升降失常。

于下”
。正如李时珍所云：
“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

3.2 以偏纠偏，审势择药

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生

临床用药宜顺病位、逆病势。
《温病条辨》云：
“治上焦如

升熟降者，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
。

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

2.4 质地

沉”
。针对病位选药，可使药物直达病所。清•周学海在《读医

大凡花叶及质地轻扬的药物能够升浮，子实和质地重浊的

随笔》一书中也有“气亢于上者，抑而降之；陷于下者，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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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之；散于外者，敛而固之；结于内者，疏而散之”的论述。

体升降失常之偏，是升降理论运用于临床的重要环节；揆度药

审势择药，以偏纠偏，根据疾病的部位、病理趋势选择用药，

物升降浮沉之性，是临床拟定治法后合理用药的基本依据。
“故

以求祛邪愈病。

吾人业医，必先参天地之阴阳升降，了然于心目间，而后以药

3.3 天人相应，适时用药

性之阴阳，治人生之阴阳，药味之升降，调人身之升降，则人

“李东垣曰：圣人治病，必本四时升降浮沉之理，权变之
宜，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周学海《读医随笔》）。四时节气
的更替对机体脏腑气机升降出入及药性趋向有重要影响，因
此，必须适时运用药物升降之性来调节。《脾胃论》中有用药

身之阴阳升降，自合于天地之阴阳升降矣”
（
《医源》
）。谙熟中
药升降浮沉之性，以指导临床处方用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之法，不问所病，或温或凉，或热或寒，如春时有疾，于所用

[1]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药中纳清凉风药；夏月有疾，加大寒之药；秋月有疾，加温气

[2]任应秋点校,金•张元素著.医学启源[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药；冬月有疾，加大热之药，是不绝生化之源也”。时珍则详

[3]清•周学海.读医随笔[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述了四时用药的规律：“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

[4]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

故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

[5]寇华胜著.中医升降学[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凉之气；长夏宜加甘

作者简介：

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
秋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
时气以养天和也”
。
（《本草纲目•序例》
）
天地之气以升降浮沉乃生四时；人身之气以升降浮沉而生

杨锐（1988-）
，女，在读硕士研究生，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张恒（1965-），男，通讯作者，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山西省中医
药研究院。

生不息。“辨药性之阴阳，以治人身之阴阳，察药性之升降，
以调人身之升降”
（
《医源》
）。运用药物升降浮沉之性，调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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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66 岁，住院号：10279××。因脑血栓半身

不遂 1 月转入我科。查体：神清，被动体位，言语含糊不清，
右手握物无力口角左偏，流涎，右鼻唇沟变浅，右侧头枕部，
耳颞部麻木发紧感，右上下肢肌力均 I 级，肌张力增高，键反
射亢进，巴彬斯基征阳性。诊断：脑血栓后遗症-右侧偏瘫。用
超微针刀加圆利针治疗，治疗部位及操作同上述，2 个月中超
微针刀 3 个疗程，圆利针 3 个疗程，言语、面瘫恢复正常，右
上肢肌力Ⅳ级，右下肢肌力 V 级。
5

讨

论

超微针刀进针 0.5cm 左右切割 1～3 下出针，达到松解和疏通
的目的。
圆利针是根据古九针的圆利针改良而来，以现代运动学、
解剖学中医针灸学为理论指导，临床分析选点，主要对痉挛、
劳损的肌肉起到减张、减压、瞬间消除结节、痛点的作用。
圆利针因其针体粗大，能很好地发挥透穴和减张减压的双重
效果。它可以恢复肌细胞的内部平衡，解除高应力纤维，减
轻骨纤维管的高压，减轻组织内压，解除组织间的粘连，改
善局部组织的无菌性炎症和局部软组织的血液循。因此，圆
利针可促使皮肤低温恢复、萎缩肌群增粗、肌力提高。它既
有机械性刺激，又有持久柔和的“长效针感”效应。在中风

中枢性偏瘫属中医中风范畴，中医治疗此病历史悠久。其

偏瘫治疗选点时，根据近代康复技术增强拮抗肌肌力，用圆

病机为气血瘀滞，血脉痹阻，肌肤筋脉失于濡养。针刺能活血

利针来达到消除肌张力亢进肌肉的痉挛状态，改善肌的肉血

通络，调和气血。现代医学实验和临床研究证实，大脑运动神

供，恢复肌肉的营养状态，调节患侧上下肢的肌力及肌张力，

经元受损所造成横纹肌不能随意运动而瘫痪。超微针刀和圆利

达到治疗目的。

针能直接或间接松解血管和周围神经的卡压，扩张血管，改善

综上，超微针刀加圆利针疗法发挥了超微针刀和圆利针各

脑及肢体的微循环，增加病损组织的血氧供应，提高新陈代谢，

自的特殊作用，功效上起到了互补和加强，从而获得较满意的

激活神经细胞，从而使上下运动神经元的功能恢复。针刺手法

疗效。

多采用重刺激，故而作者采用刺激强度和刺激量都比一般针刺

参考文献：

作用大的超微针刀和圆利针疗法进行治疗。
超微针刀主要切割的是肌筋膜，通过松解肌筋膜达到松解

[1]胡超伟.圆利针疗法[M].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244

肌肉软组织的目的。通过对软组织附着的肌筋膜进行切割，使

[2]实用疼痛学杂志.PainClinJ, December,2010.12,6(6)

肌肉软组织内压减轻，肌肉痉挛也随之解除[3]。软组织之间通

[3]胡超伟.超微针刀疗法[M].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233

过超微针刀的调节作用，痉挛的软组织同时也得到了放松，有
一种“一通百通、一松百松”的意义。本篇所述是以四大理论
辨证论治的方法，查到中风后损伤的皮下筋结点或阳性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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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营卫理论探讨颈椎病的病机与治疗
Discussion on the mechanism and diagnosis of C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Ying and wei
陈百顺 赵秋升 高新建 魏小兵 李茂帅 布振忠
（焦作市中医院，河南 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R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58-02

证型：ADI

【摘 要】 近年来，有关颈椎病治疗的文章虽频见于各个医学刊物上，但对其病机的探讨却略显欠缺。笔者详读《黄帝内经》
并结合自己的诊疗经验，根据其中的营卫理论对当今社会颈椎病的病机与治疗提出一些看法，认为“补营血，行卫气”在治疗颈
椎病中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内经；营卫理论；颈椎病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ports on cervical syndrome (CS) becomes more and common,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on its
mechanism is still lack.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reading Huangdi Neijing carefully combined with his own diagnosis experience, the author
raised his viewpoint on the mechanism of CS.
【Keywords】 Huangdi Neijing; Theory of Ying and Wei; C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3
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sis，CS）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

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
。
《灵枢•五变》[2]篇说：

病，其患病率约为 3.8%～17.6%，男女之比约为 6∶1。其发病

“粗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
。
《素问•痹论》篇曰：
“风寒湿三

率逐年增加，据统计，50 岁左右的人群中约有 25%发病，60

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

岁则为 50%，70 岁左右几乎为 100%。发病主要原因是颈椎慢

湿气盛者为著痹”
。王拥军等[3]在颈椎病的研究方面，提出在表

性损伤及自身结构的退行性变，急性颈椎间盘损伤亦是本病原

“五体痹”和在里“五脏痹”的观点，指出风寒湿邪入袭按在

因之一。在临床上西药治疗效果欠佳的情况下，通过辨证运用

表部位可分为皮痹、肉痹、脉痹、筋痹及骨痹的五体痹；若邪

中医治疗方法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疗效。笔者通过研读《黄帝内

留筋骨，病深日久，营卫行涩，经脉不利，内传五藏，可以导

经》中的营卫理论，希望能对颈椎病的治疗提供更好的治疗方

致肺脾肝肾心等五脏之痹。

法。
1

颈椎病的释义

1.1 现代医学的认识
在第二届全国颈椎病专题座谈会（1992 年，青岛）上医学

2

营卫理论探讨

2.1 营气不足
颈椎病本为中老年常见病和多发病之一。究其原因，一方
面属于外伤、风寒湿邪入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本身肝肾亏虚、

界明确了颈椎病定义：即颈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继发病理

营血不足所致。营气是行于脉中而具有营养作用的气，因其与

改变累及其周围组织结构（神经根、脊髓、椎动脉、交感神经

血关系密切，可分不可离，故常常将“营血”并称。
《素问•痹

等），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仅有颈椎的退行性改变而无临床

论》说：“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

表现者则称为颈椎退行性改变。由于颈椎病常常表现为一系列

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可见营气

症状，如颈部疼痛、肢体麻木、头晕等，临床也习惯称为颈椎

由水谷之精所化生，进入脉中，循脉运行全身，内入脏腑，外

综合征。颈椎间盘退变以颈椎 5～颈 6、椎 6～7 的发病最为多

达肢节，终而复始，营周不休。若营血不足，在内则正气亏虚，

见，我们根据其病因及症状的不同，一般将其分为颈型、神经

易致邪侵；在外则经脉失养，表现为肢体筋膜弛缓，手足痿软

根型、脊髓型、交感型和椎动脉型五种。

无力。

1.2 中医学的认识

2.2 卫气失常

颈椎病在中医古籍中散见于“项强”
、
“眩晕”
、
“痹证”、
“颈

颈椎病的症状通常表现为单侧或双侧的肩、臂、手的麻

肩痛”等病范畴，《妇人良方•颈项强痛方论》记载：“夫颈项

木疼痛，颈痛伴上肢放射痛，头晕，严重者可瘫痪的表现。

属足太阳膀胱，足少阴肾，二经相为表里。若感风寒湿气，则

在中医看来这麻木疼痛多属于邪气入侵，客于经络，卫气正

发热恶寒，颈项强急，腰背反张，脉沉迟弦细”
。
《针灸甲已经》

常的循经运行受阻的表现。
《素问•痹论》说：
“卫者，水谷之

中有：
“颈项强身寒，头不可以顾……”
。但更多学者将颈椎病

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

“病在骨，骨重
归类于“痹证”范畴，
《素问•长刺节论》[1]说：

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这是卫气正常运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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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气血不足者多用四物汤加上桑寄生、杜仲、桂枝、枸杞等；
《灵枢•口问》所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

风寒湿痹、经络受阻者多用羌活、独活、蒿本、防风、伸筋草、

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

天麻、秦艽等。病人气虚重者，加党参、白芍、黄芪等；疼痛

败，经络决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络虚空，

重者加乳香、没药。颈椎病中药外治的常用治法有腾药、敷贴

血气不次，乃失其常”此处的“卫气稽留”即指卫气运行失

药、喷药等。所用药物皆是行气散瘀、温经散寒、舒筋活络之

常。

类，如独活、秦艽、防风、艾叶、透骨草、刘寄奴、苏木、赤

依据卫气阻滞的部位不同，所导致的症状也有所不同。
如《灵枢•刺节真邪》云：“虚邪……抟于肉，与卫气相抟，

芍、红花等。
3.2.2 推拿按摩治疗

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寒则真气去，去则虚，虚则

根据患者病症，运用摩法、揉法、点法、按法与扳法，促

寒。抟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

进机体气血生成、活血祛瘀、促进组织代谢、解除肌肉紧张、

则为痒。留而不去，则痹。卫气不行，则为不仁。”此处的“不

理筋复位。

仁”即指不知痛痒，麻木。这是卫气阻滞于皮肤以及分肉之

3.2.3 针灸治疗

间的情形；
《素问•痹论》曰：
“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营

根据经络循行理论，运用针法与灸法对人体的穴位进行

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此处的“不通”在患者身上

一定的刺激，通过刺激来调整人体经络脏腑气血，促使经络

则多表现为疼痛。这是卫气阻滞经络导致了“痹证”；卫气升

运行畅通。主要穴位如：大椎、颈夹脊穴、天容、天窗、曲

降失常除了前行阻滞外，还有可能逆脉而行，
《灵枢•五乱》

池等。

就曾论述了这种变化：
“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

3.3 预防
预防主要从两方面做起：①是改变生活方式，如伏案工作，

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悗。故气乱于心……
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此处的“头重眩仆”表现于患

0.5～1h 就要休息片刻，活动、放松一下颈部。长期的不良伏

者即是头晕。

案姿势是导致颈椎病的主要原因之一。②是加强锻炼，主要是

3

治疗与预防

3.1 治疗理论

项背肌的锻炼。锻炼方式如游泳。另外合适的枕头，合适的床，
良好的睡眠体位也很重要。同时还要注意肩部保暖，避免头颈
负重物等。

根据中医辨证理论，治疗颈椎病应遵循补营血，行卫气的
原则。

4

小

结

营气循血脉流注于全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营气

随着现代从事低头工作方式人群增多，如电脑、空调的广

的滋养。由于营气为全身脏腑组织提供了生理活动的物质基

泛使用，人们屈颈和遭受风寒湿的机会不断增加，造成颈椎病

础，若营气亏少，则会引起血液亏虚以及全身脏腑组织因得不

的患病率不断上升，且发病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然而由于颈

到足够营养而造成生理功能减退的病理变化。

椎病病程比较长，椎间盘的退变、骨刺的生长、韧带钙化等与

卫气从本质上说是对人体各种防御力量的概括性的说法，

年龄增长、机体老化有关。病情常有反复，发作时症状可能比

正如孙一奎在《医旨绪余•宗气营气卫气》中所说：
“卫气者，

较重，影响日常生活和休息。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消除恐惧悲

为言护卫周身……不使外邪侵犯也”，因此防御是卫气最主要

观心理，另一方面要防止得过且过的心态，放弃积极治疗。
《黄

的功能。外邪侵袭后，除了卫气运行阻滞的变化外，卫气还会

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石，其中的理论对许多现代疾病

自动地向病邪侵入处聚集，以驱邪外出，这是疾病过程中卫气

的治疗都有指导意义。

循行变化的另一个特点，这在《内经》中也有很明确的阐述。
如《灵枢•痈疽》云：
“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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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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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素问•疟论》更有疟邪致病与卫气关系的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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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气随经络，沉以内薄，故卫气应乃作。故邪中于头项者，

作者简介：

气至头项而病……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
进一步举例说明了正邪交争中卫气循行的变化，特别强调了卫

陈百顺，河南省焦作市中医院。

气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3.2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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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生学论人之三本及治病二统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basic and related treatments from
the angle of embryology
田合禄
（世界中医五运六气学会，山西 太原，030002）
中图分类号：R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60-02

【摘 要】 本文从发生学角度论述人之三本是心、肺、脾三脏，先天之本是心，不是肾：后天之本是肺和脾，不只是脾，而
且肺比脾更重要。
《伤寒论》治病二统：“病发于阳”在心肺二本系统，“病发于阴”在脾本系统。
【关键词】 三本；心；肺；脾；病发于阳；病发于阴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three basics, that is heart, lung, spleen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angle of embryology.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recorded that diseases from Yang were due to the heart and lung systems, and the diseases from Yin were due to the spleen
system.
【Keywords】 Three basics; Heart; Lung; Spleen; Disease from Yang; Disease from Yi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4
我们从发生学角度研究胎儿和出生后的婴儿成人人体生

婴儿出生后，打开肺呼吸，启动血液小循环，或称肺循环，

理差异，发现了人体真正的生理三本，先天之本不是肾而是心，

肺吸入五气，五味进入脾土（包括脾、胃、小肠、大肠、三焦、

后天之本非脾一个，还有一个肺。

膀胱），气味合和而生神。据此可知，从婴儿到成人，五脏之

胎儿期只有血液单循环，没有心肺小循环，不与外界接触。

本在肺天和脾地。所以从生理来说，人有三本：心、肺、脾也。

胎儿依靠母亲的血液供给生命的营养物质，从脐静脉进入心

肺为五脏之天，孰有大于天者哉！脾为百骸之母，孰有大于地

脏，然后输送到全身。

者哉！心是胎儿血液循环之关键，孰有大于此关哉！

婴儿出生断脐后，从首次自主呼吸（或啼哭）开始，即由

婴儿及成人的身体的运作机制，首先是肺呼吸，肺通过呼

胎儿的血液单循环变为婴儿的双循环，开始接触外界，从外界

吸的扩张和收缩，一是推动循环系统的运动，二是推动各脏腑

吸收营养，启动了肺功能和脾胃肠膀胱三焦土类功能。如《素

系统的运动。消化道吸收到的各种营养物质，由门静脉进入肝

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

心肺之后而输送到全身各处。

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

至此可知，供给胎儿营养的血液是经脐静脉输入心脏的，

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人生有形，

然后输送到胎儿全身，所以先天胎儿时期是心最重要，婴儿之

不离阴阳。

后是肺脾最重要。先天之本心为君主，后天之本肺为宰相，先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

后天之本心肺居横膈膜之上，可见其重要性了。

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

医家常言肾为先天之本，非也。当是心为先天之本，肺、

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

脾为后天之本。心主胎儿血液单循环，是胎儿生命生存过程的

自生。

保障。肺脾主后天，肺的鼻和皮肤主司吸纳天之五气，脾主司

这就是人体之外的物质，有天之“五气”和地之“五味”

地之五味，五气和五味合于肠胃黄庭太极而生神，由黄庭太极

之分。天之“五气”
，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的“寒暑燥

肠胃吸收的营养物质经门静脉进入肝心，从而代替母血供给婴

湿风”
。地之“五味”
，则与五方五季有关。

儿以营养物质，形成后天养先天。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人

于此可知，出生时空只标示对出生后成为个体人的婴儿、

到七八岁才能“肾气实”，并说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成人的影响，不可能对胎儿有影响。因此把出生时空与胎儿相

故五脏盛，乃能写”，知肾成于五脏之最后者，何能为先天之

结合的理论是错误的，应该是出生时空影响婴儿至成年人。

本？非要说它是“本”的话，只能是生殖之本。

从生理来说，胎儿的成长及生命决定于母血的供养，所以

心肺小循环这二本通于外界天地，肺主阳明，心主太阳，

在胎儿时期，首先是心血液循环系统供给全身营养，心脏在起

所以《伤寒论》有太阳阳明合病并病之论，通论外感病，病及

主导作用，是胎儿先天之本。

脾胃肠膀胱三焦土类。而得“脾约”、“胃家实”。人体与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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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者有二：一是皮肤，有主皮毛的肺系统和阳气卫外的心系

病在横膈膜以下腹部主里的脾本系统（包括脾、胃、小肠、大

统，即太阳阳明系统，司天五气，统称为表部与外界联系，皮

肠、三焦、膀胱）
。这就是《伤寒论》的治病二统：一统是“病

肤吸收阳光和大自然中的大气及各种能量和排泄废物。二是消

发于阳”
，一统是“病发于阴”。至此我们可以知道，人体生理

化管道（包括咽喉、食道、脾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等）
，

有三本，而《伤寒论》治病有二统。
所以一部《伤寒论》重点在救心肺保脾土，“救心肺”要

司地五味，统称为里部与从外界进入的水谷联系，消化道吸收
水谷的营养和排泄废物。在表部谓“病发于阳”
，在里部谓“病

“四气调神”
，
“保脾”就是养中气（即黄庭丹田之气、真气），

发于阴”。这样看来，外感宗张仲景和内伤宗李东垣之说，都

《素问•刺法论》谓之“全神养真”
。先天父母遗传为有形之体，

没有出“心肺小循环通于外界天地”的范畴。

后天自然天地遗传为无形之用，先后天珠联璧合，乃形成人这

从《伤寒论》病理来说，“病发于阳”的太阳阳明病在横

个生命体。
编辑：赵玉娟 编号：E-13030765（修回：2013-04-08）

膈膜以上胸部主表的心肺二本系统，“病发于阴”的太阴少阳

天麻钩藤饮加味治疗中风急性期 40 例疗效观察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acute phase of stroke with
the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庞国华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医院，河南 宝丰，467400）
中图分类号：R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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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天麻钩藤饮加味治疗中风急性期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自 2008 年 3 月～2012 年 4 月我院内科收治
的中风急性期患者 64 例，其中治疗组 40 例以平肝潜阳、活血通络为法治疗，对照组 24 例只采用西医常规治疗。结果：通过对我
院 64 例中风急性期患者的临床疗效统计，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则为 66.7%，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天麻钩藤饮加味治疗急性期中风的临床疗效显著，充分体现了中医饮片对内科疾病治疗具有
优势，值得临床医生学习应用。
【关键词】 天麻钩藤饮；中风急性期；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acute phase of stroke. Methods: 64
patients from March 2008 to April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for 4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for 24 case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he treatment of “calming liver and Huoxue Tongluo”,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f rutine
modern medicin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0%, and 66.7%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of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acute phases of stroke, which do really proved that Chinese medicine
pieces have certain advantage of treating some medical diseases. It is worth to be appli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Acute phase of stroke;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5
中风是以发病突然，起病急骤为特点，以言语不利，口眼
歪斜，半身不遂，或突发昏仆，不省人事为主症的一种疾病，
是内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该病主要以其高发生率、高致残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笔者选择自 2008 年 3 月～2012 年 4 月我院内科收治的

高死亡率等严重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水

中风急性期患者 64 例，其中治疗组 40 例，对照组 24 例。

平的不断提高，该病的发生率呈现倍增，同样该病也引起了广

其中治疗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均在 41～81 岁之

大人们的关注。笔者自 2008 年 3 月～2012 年 4 月运用平肝潜

间，平均年龄（54.6±8.7）岁；伴有冠心病 12 例，糖尿病

阳、活血通络法，天麻钩藤饮加味治疗中风急性期 40 例，临

8 例，高血压病 20 例。对照组男性 13 例，女性 11 例；年

床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龄均在 40～8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2.9±9.5）岁；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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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 6 例，糖尿病 4 例，高血压病 14 例，两组患者的临

12g，珍珠母 9g，莱菔子 10g，桑叶 12g，菊花 10g，山栀

床资料差异无显著性（P>0.05）。

10g，黄芩 9g，牛膝 9g，地龙 12g，姜夏 10g，陈皮 10g；

1.2 诊断入选标准

若胸闷、心慌、恶心、苔腻者，加郁金、胆南星；若头痛、

①符合 2005 年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会议修

头晕较重者，加羚羊角、夏谷草；若腰酸、怕冷、腿足重滞

订的急性脑血管病诊断标准 [1]；②患者入院以后经脑部 MRI

者，加龙骨、龟板、杜仲、寄生。1 剂/d，水煎分服，14d

或头脑 CT 明确诊断；③患者入选年龄在 40 岁以上，首次

为 1 个疗程。

发作；④患者发病到入院接受中医治疗的时间必须在 7d 以

1.5 统计学处理

内。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1.3 排除标准
2

①急性期同意接受溶栓治疗的患者；②有其他晚期或难于
控制的危重疾病，主要包括心、肝、肾重度衰竭，精神病，急

结

果

2.1 评定标准

性阻塞性肺病及严重胃肠道疾病等；③出血部位、出血体积的

所有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1 个疗程后进行临床神经功能缺损

不同，如蛛网膜下腔出血；④有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如痴呆、

程度评分，临床治愈：评分减少 91%～100%；显效：评分减

抑郁症等，治疗上不能给予配合。

少 46%～90%；有效：评分减少 18%～45%；无效：减少 17%

1.4 治疗方法

以下。

治疗组与对照组 64 例中风急性期患者，均给予抗血小

2.2 临床结果

板聚集、营养脑部神经、抗自由基、保护胃黏膜及支持、对

通过运用平肝潜阳、活血通络法，对我科 40 例中风急性

症治疗，同时康复患者的语言、肢体功能。在此治疗基础之

期患者的治疗，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则为 66.7%，

上，治疗组运用平肝潜阳、活血通络法，以天麻钩藤饮加味

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详见表 1。

辨证施治。方药：天麻 18g，钩藤 15g，石决明 9g，瓜蒌仁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情况（n）
组别

n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40

5

20

11

4

90.0

治疗组

24

2

7

7

8

66.7

注：两组有显著差异性（P<0.05）
。

3

讨

论

中医“中风”病症在西医归属于脑血管疾病，祖国名老中
医对本病症的认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归纳起来不外
乎风、痰、火、气、血、虚六端，其风多见于肝风、外风，肝
阳化风，气血并逆，直冲犯脑而发病；痰多见于风痰、湿痰，
风痰上扰或痰湿瘀阻，内闭神窍，脑络瘀阻而发病；火多见于
肝火、心火，肝火炽盛，耗伤阴精，阴虚至阳，阴竭阳亡而发
病；气多见于气逆、气滞，气血逆乱，上冲于脑，蒙蔽神窍而
发病；血多见于瘀血，血脉瘀阻，脑络失养所发病；虚多见于
阴虚、血虚，肝肾阴虚，气血亏损，运行不畅而发病。本病症
多属本虚标实，肝肾阴虚多为发病之本，风、痰、火、气、血
为发病之标。
笔者自 2008 年 3 月～2012 年 4 月运用平肝潜阳、活血通
络法，天麻钩藤饮加味治疗中风急性期 40 例，临床疗效显着，
在给予抗血小板聚集、营养脑部神经、抗自由基、保护胃黏膜
及支持、对症治疗，康复患者的语言、肢体功能，又同时口服
中药饮片治疗，方药：天麻 18g，钩藤 15g，石决明 9g，瓜蒌

牛膝活血化瘀、引药下行，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给以患者中药加
味。
通过对我院 64 例中风急性期患者的临床疗效统计，治疗
组总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则为 66.7%，治疗组临床疗效显
著优于对照组。综上所述，天麻钩藤饮加味治疗急性期中风的
临床疗效显着，充分体现了中医饮片对内科疾病治疗具有优
势，值得临床医生学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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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血疗法治疗顽固性肱骨外上髁炎 15 例
Treating 15 cases of refractory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with
blood-letting therapy
王文娟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医院，山东 安丘，262100）
中图分类号：R3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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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 探讨放血疗法对顽固性肱骨外上髁炎的治疗效果。方法：15 例患者在基础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放血疗
法。结果：9 例痊愈，占 60%；5 例显效，占 33%；1 例有效，占 7%。结论：放血疗法是治疗顽固性肱骨外上髁炎比较理想的
方法。
【关键词】 放血疗法；顽固性肱骨外上髁炎；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lood-letting therapy on refractory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Methods: 15 patients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and blood-letting therapy as well. Results: 9 cases were cured, occupying 60%, 5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ccupying 33% and 1 case was effective, occupying 7%,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100%. Conclusion:
Blood-letting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refractory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Keywords】 Blood-letting therapy; Refractory external humeral epicondylitis;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6
肱骨外上髁炎，又称网球肘，是肘部常见的一种慢性损伤

侧、右侧、头侧各探刺一针，针刺深度达骨膜后出针，再在痛

性肌筋膜炎。在中医以“痹症”论治。因肱骨外上髁处骨膜和

点外侧约 5mm 处重新进针，贴骨膜肌腱下方向内穿刺并左右

深筋膜紧密结合，前臂伸肌总腱起自此处，故当前臂伸肌主动

摆动几下后再次出针。助手在旁准备一个小号抽气拔罐迅速盖

收缩或被动牵拉时，将使伸肌总腱附着处受到一定的应力，如

在出针后的针孔上施以负压，使大量淤积日久的淤血迅速排

果应力过大或过于频繁，就可造成伸肌总腱及筋膜的损伤。凡

除，留罐 5～10min，出血量在 20ml 左右为宜，如果出血量少

在体育运动或劳动中需反复用力活动腕部者都易得本病。本病

可在痛点周围采用傍针刺法，多刺几点，增加出血针孔的数量。

易复发，经多次就诊治疗，疼痛时轻时重，缠绵难愈半年以上

治疗完毕后针孔用创可贴覆盖。
7d 治疗 1 次，3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施以热敷，改变以

者即纳入顽固性肱骨外上髁炎范畴。
1

临床资料
本组 15 例，全部来自 2009 年 10 月至今我科门诊病人。

前患肢活动习惯，多注意患处的休息。
3

治疗效果

其中男 10 例，女 5 例；年龄最小 32 岁，最大 68 岁；病程最

治疗后疼痛完全消失，日常工作生活完全回复正常，并且

短 6 个月，最长 13 个月；右侧肘部患病 12 例，左侧肘部患病

随访半年后无复发为痊愈；治疗后疼痛基本消失，日常工作生

3 例；在不同医院就诊治疗 2 次的 8 例，3 次的 3 例，4 次的 4

活不受影响，随访半年后无加重为显效；治疗后疼痛少有减轻，

例；做过封闭注射治疗 2 次以上的 13 例，其中注射 2 次的 4

日常工作生活受影响为有效；治疗前后无变化为无效。结果 15

例，3 次的 4 例，4 次的 3 例，5 次的 2 例；15 例患者中除用

例患者中 9 例痊愈，占 60%；5 例显效，占 33%；1 例有效，

过封闭注射外均还多次用过口服消炎止痛药物、针灸、热疗、

占 7%；无效 0 例。

膏贴等治疗。
2

治疗方法
病人取平卧位，患侧上臂贴床，前臂半曲放腹部，在肱骨

4

体

会

古代医家对放血疗法非常重视，《素问•血气形志篇》说：
“凡治病必先去其血”
。
《黄帝内经》
：
“菀陈则除之，出恶血也”。

外上髁处选中最痛点（即阿是穴），做好标记。放血针是特制

金元时期，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的针灸医案，几乎全是针

针，用 9 号腰穿针将针尖磨成宽约 1mm 的平刃后制成，高压

刺放血取效，并认为针刺放血，攻邪最捷，通过活血理气，消

消毒备用。在专用治疗室中，痛点处碘伏常规消毒，铺洞巾，

肿止痛达到治疗目的。

用 1%利多卡因做皮丘局麻，手戴无菌手套，将无菌放血针快

“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内有疼痛症状的疾病，在其

速刺入皮下，到达肱骨外上髁处，以此部位为中心向手侧、左

经脉中必有闭塞不通的地方。肱骨外上髁炎的病理表现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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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充血水肿、缺血、缺氧、细小静脉淤阻、炎性致痛物质释

切割分解粘连，通经激络，刺激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可一

放、纤维粘连等，放血疗法一是将局部淤阻的血放出，新鲜

穴多刺，速刺速出，再施以负压拔罐，能保证合适的出血量。

的血液迅速充盈进去；二是将大量炎性致痛物质直接排放出

因为针头平刃宽度为 1mm，外刃为圆弧形，大大降低了损伤

来。这比一般治疗来的更直接，更有针对性，效果要好得多，

血管神经的可能性，既考虑到了放血深度、放血量和刺激强

而且能大大减少治疗次数。一般放血疗法，是用“三棱针”

度，又考虑到了医疗安全，是治疗顽固性肱骨外上髁炎比较

刺破皮肤或特定穴位的浅表血管，放出适量血液，来取得治

理想的方法。

疗效果。但笔者认为三棱针针刺深度太浅只能从外周放出少
量淤血和较轻的穴区刺激，不能直接到达病灶处有淤积血液

作者简介：
王文娟（1975-），女，主治医师，1995 年 8 月在山东省安丘市人民医

的部位，不能做到有较强的针感气至病所，治疗效果达不到
放血疗法的“疗效最大化”，有时为取得放血量，皮肤开口大，

院针灸科工作至今。

疼痛程度高，易留疤痕。而采用 9 号腰穿针，将针尖磨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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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mm 的平刃，既可直接达到病变深度，加大出血量，又能

康进忠治疗老年习惯性便秘经验
Experience of Dr. KANG Jin-zhong for treating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谢文松
（河南省安阳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56.35

安阳，4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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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名中医康进忠擅长中医药诊治习惯性便秘。本文总结康进忠对老年习惯性便秘病因病机的独特认识，及根据多年
临床实践创制的便秘汤，临床疗效显著，体现了其治疗思想及遣方用药特色，对临床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便秘；中医疗法；名中医；康进忠
【Abstract】 Famous TCM doctor KANG Jinzhong is good at treating constipation with TCM therapy. In this article, the unique
acquaintance and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s of Dr. KANG Jinzhong on treating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were summarized.
【Keywords】 Constipation; TCM therapy; Famous TCM doctor; KANG Jin-zho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7
康进忠主任中医师为河南中医学院兼职教授，全国老中

影响脏腑功能。五脏六腑皆可影响大肠传导而致便秘，便秘的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河南省

根本在于大肠传导失常，但大肠的生理功能与五脏六腑的关系

继承型中医高级人才，安阳市名中医，安阳市市管专家，安

非常密切，如脾的转输运化、肺的宣发肃降、肝的疏泄条达、

阳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其从事中医临床 30 余年，广随名师，

肾的温煦濡养等，因此，除大肠本身的病变，五脏六腑任何一

勤学不辍，临床积累丰厚。其临证辨证，遣方用药，无不得

个脏器的病变，都可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而发生便秘。康师在

心应手，效起沉疴。余有幸随伺问诊，所获颇丰，现将其运

治疗中，十分注重根据个体情况，辨证施治，通过调理大肠与

用自拟通秘汤治疗习惯性便秘经验做一简要整理，以供同道

其他脏器的关系，而达到触类旁通，四两拨千斤的治疗效果。

参详。

其研制的便秘汤在临床治疗中即体现了这一思想。

1

病因病机
习惯性便秘属祖国医学脾约、腹痛、便秘范畴。一般是指

2

临床资料及治疗方法
本人依据笔记，收集康师临证病案 50 例，年龄最小 55 岁，

长期的、慢性功能性便秘，每周排便少于 3 次，或排便经常感

最大 85 岁，病程 3 个月～10 年，排便间隔 3～10d，所有病例

到困难。这类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高，长期便秘，反反复复，临

均由本院肛肠科通过纤维结肠镜排除肛门直肠器质病变造成

床除主要表现外，常伴有情志改变，甚至直肠脱垂、肛裂、痔

的便秘。所有病例主方均采用便秘汤治疗。

疮及血压升高、心绞痛发作等病症，已成为严重影响老年人生
活质量和生命健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通秘汤处方：火麻仁 20g（研面冲服），生白术 30g，党
参 15g，紫菀 10g，杏仁 10g，瓜蒌仁 15g，枳壳 10g，香附

康师认为，人进老年，五脏六腑功能衰减，阴阳气血均有

10g。炒莱菔子 15g，肉苁蓉 10g，炙首乌 20g。瞩患者充分浸

亏虚，这是导致便秘频发的根本。六腑以通为用，便秘的人，

泡后 2 煎/d，合计留汁 500ml，1 剂/d，早晚分服各 250ml，

不仅会因为大便滞留而使毒素吸收过多，也因大便排出缓慢而

15d 为 1 个疗程，服药期间停用其他通便药物。经统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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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病人最少服 1 剂即见效，最多服 3 剂见效，一般服药 2 个

反复发作，治疗必须着眼整体观念，始能抓住病机，点石成金，

疗程后基本治愈，转做蜜丸，连服 30d 以巩固疗效。随访复

治病疗本。其遣方用药，除重视脾胃外，常常依据个体情况以

发者稀。

对药的形式从肺、从肝、从肾论论治。

3

典型病案

4.4.1 从肺论治用紫菀、杏仁、瓜蒌仁。
《灵枢•经脉》篇曰：
“肺，
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

患者甲，男，78 岁，因便秘 1 年。加重半月就诊。患者

又曰：
“大肠手阳明之脉，……络肺，下膈属大肠。
”肺与大肠

1 年前患脑梗塞致右侧肢体活动不遂，住院治疗好转，但遗有

构成了脏腑阴阳表里的络属关系。肺主宣发，是大肠得以濡润

大便干结，3～7d 一行，服果导片、通便灵等有效。2 个月前

的基础，使大肠不致燥气太过；肺主肃降，是大肠传导功能的

不慎跌倒，腰部及左下肢疼痛，查腰椎核磁，示腰 L3-4，L4-5

动力。肺藏魄，肛门又称“魄门”为肺气下通之门户，可见肺

椎间盘突出。给予对症处理后，大便排出较前困难，需加开

与大肠的关系尤为密切，所以肺气肃降则大便通畅，出入有常，

塞露外用通便，但排便困难渐加重，半月前采用中西医治疗

肺气上逆可致大肠腑气壅滞，而见大便秘结，腹痛腹胀。叶氏

效不佳，入厕需 1h 努挣、仍不能如愿，加服植物油配合肥皂

声言是遵丹溪“开提肺窍”治法，故以杏仁、瓜蒌仁开宣肺气

水灌肠略效，痛苦万分，现症见：便秘，5d 排便一次，略干

又润肠通便，然开肺之药尚多，何以屡用紫菀？恐与紫苑本身

结不易排出，腰部及左下肢疼痛，右侧肢体活动不遂，语言

有通便功能不无关系，正如<药品化义>所言：
（紫菀）因其体

不利，夜尿频数，畏寒、面色萎黄无华，舌淡，苔薄白，脉

润，善能滋肾，盖肾主二便，以此润大便燥结，利小便短赤，

沉迟。

开发阴阳，大有神功。现代药理研究，杏仁含丰富的脂肪油，

中医诊断：便秘、虚秘、阳虚。

润肺润肠。但杏仁有一定毒性，不宜久服。

选方：通秘汤加牛膝 15g，杜仲 12g，肉桂 5g，以温补肾

4.4.2 从肝论治用香附、炒莱菔子、枳壳。肝主疏泄，具有调

阳，舒筋通络。上方散 3 剂，水煎服，1 剂/d，早晚温服各 250ml。

节全身气机，推动血和津液的正常运行的功能，肝的疏泄有助

并瞩其调畅情志，树立信心，同时，有便无便均如厕，养成每

于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及大肠的传导功能，肝失疏泄，肝气郁

日清晨如厕习惯，

结则大肠气滞可致便秘。肝藏血，血虚肠道失润亦可致便秘。

二诊：服 3 剂后排便 3d/次，较前顺畅，腰部及左下肢疼

香附利三焦，解六郁。以利气机之疏通，胃腑之消化。炒莱菔

痛改善，右侧肢体活动不遂，语言不利，夜尿频数，畏寒、面

子降气消食，化积导滞。枳壳行气除瘀，有利开结。现代药理

色萎黄无华，舌淡、苔薄白，脉沉迟；上方去杏仁继服 7 剂。

学证明，枳壳对胃肠运动具有一定的兴奋作用，使胃肠运动收

三诊：排便 2d/次，诸症改善，改做蜜丸（9g）
，1 次 1 丸，
2 次/d。服用 1 个月后大便正常，随访未复发。
4

师语集萃

缩节律强而有力，
4.4.3 从肾论治用肉苁蓉、炙首乌。肾开窍于前后二阴，大肠
的传导功能有赖于肾气的温煦和肾阴的滋润，便秘的形成与肾
的功能正常与否关系密切。李东垣云：“肾主五液，津液盛则

4.1 临证诊治，康师常告诫：治便秘首先是缓解病人痛苦，急

大便如常……”
。
《杂病源流犀浊•大便秘结源流》曰：
“大便秘

则治标，先排便为要。其一般首诊多从大肠论治用火麻仁以通

结，肾病也。
”
《养生四要•却疾》曰：
“肾虚则津液不足，津液

便、缓急、止痛，研面冲服直达病所，吸收迅速，起效如神。

不足则大便干涩不通。法当温肾润肠。方中肉苁蓉、炙首乌温

4.2 《内经》云：
“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
”

肾益精，润燥滑肠。

可知脾阳振则津亦输布大肠，气血敷和布达则大便通畅。在临

4.5 康师用药化裁亦有独到之处。虚秘：气虚加黄芪 20g，阴

证治疗中，康师认为不能一泻了事，而要高度重视护固中州脾

虚加玉竹、酸枣仁各 15g，血虚加当归 12g；实秘：气秘加柴

胃，认为脾胃的生机即是治疗的契机，脾胃与大肠的关系最为

，冷秘加菟丝子 12g。诸药
胡 15g，热秘加生大黄 10g（后下）

密切，只有脾胃功能正常，大肠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治秘必

合用，则大肠传导之力顺，脾升胃降之气通，肺主宣肃而提壶，

以固沪脾胃为本，否则治疗即会逐本求末，顾此失彼，难以达

肝佐调达之性畅，肾司二便之气足。共奏通便之功。便秘得解。

到满意的远期疗效，是对病人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4.6 每临诊后，康师均一一嘱托病人记熟四字诀：忌食辛辣、

4.3 很多医家均有论述，认为脾胃之药，首推白术。治疗便

怡神悦心、每日提肛、五七排便。因每日的 5 时、7 时为大肠

秘时，康师善大剂量用生白术为主药，但对于运用白术，康

之主令，即使没有便意，也要定时去蹲，久而久之即形成排便

师给随侍者的告诫是，在通便中，建议白术、党参同用。康

习惯。而怡神悦心即是一种祖国医学的情志疗法，对保证便秘

师认为，白术乃补益脾营之药，能统运脾营而行中焦之血气，

患者治疗效果十分必要。

士出清窍，下趋二阴，灌溉四肢百骸，为治便秘百试不爽的
良药，而老年便秘必有气虚之症，生白术、党参两药同用，
既能相互扶持，提高固护胃气的作用，党参又能提振中气，
柔和生白术的凌厉之气，防治大剂量火麻仁的过度滑肠作用，

作者简介：
谢文松，安阳市中医院内科副主任中医师，河南中医学院毕业，从事
临床工作 10 余年，长期从事肝胆脾胃病的临床诊治。

减轻对肠胃的过度刺激。其便秘汤概以生白术、党参、火麻
仁为主药之一。
4.4 康师认为，老年性习惯性便秘一般病情复杂，缠绵难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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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肾气丸对 2 型糖尿病的疗效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f treating type 2 diabetes with Jinkui Shenqi pill
王泽军
（四川省芦山县龙门乡中心卫生院，四川 芦山，625606）
中图分类号：R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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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金匮肾气丸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疗效，探讨其临床适用性。方法：选择从 2011 年 5 月～2012 年 10 月
于我院就诊的 18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96 例和对照组 9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西药处理，实验组患者在西药
的基础上加服金匮肾气丸。观察两组患者的治愈有效率。结果：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病情均有所缓解，血糖均较治疗前降低，且实
验组降低较对照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达 93.75%，而对照组仅为 84.44%，两
。结论：中西药联合治疗 2 型糖尿病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金匮肾气丸对
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19，P<0.05）
缓解糖尿病患者症状有很好的治疗促进作用，适合临床长期推广应用。
【关键词】 金匮肾气丸；2 型糖尿病；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Jinkui Shenqi pill in treating type 2 diabetes and discuss its clinical applicability.
Methods: 186 cases of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1 to October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96 patients and a control group of 90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based o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ey received the additional services of
Jinkui Shenqi pill. Then the curing efficiency of each group was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disease of the two group were both
eased and both the level of blood sugar have decreas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3.75%, and 84.44%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x2＝4.19,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ing in type
2 diabetes can achieve great efficacy, Jinkui Shenqi pill, the pill play a good therapeutic role to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diabetes and
suitable for clinical long-term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Jinkui Shenqi pill; Type 2 diabetes;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8
糖尿病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一种代谢病，其中以 2 型糖尿

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用金匮肾气丸（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

病患者居多。对于 2 型糖尿病治疗的研究历来是重点课题。采

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国药准字 Z11021115）6g，6g/次，3 次/d。

用金匮肾气丸治疗 2 型糖尿病也有报道[1-2]。为了证实其用于 2

30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

型糖尿病的治疗效果，我院作了如下研究。

1.3 观察指标

1

观察两组患者血糖指标降低情况及治愈有效率。①显效：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选择从 2011 年 5 月～2012 年 10 月于我院就诊的 18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西医诊断标准按照 1997 年美国糖尿病协
会（ADA）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中医辨证按照 1993 年卫生
部公布的《中药新药治疗消渴病（糖尿病）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经治疗后症状基本消失，且空腹血糖低于 7.2mmol/L 或较治疗
前下降 30%以上；②有效：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空腹血糖低
于 8.3mmol/L 或较治疗前下降 10%以上；③无效：治疗后症状
无明显改善，血糖下降未达到上述标准。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3.0 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

证属气阳两虚，可夹瘀夹湿。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随机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96 例，其中男 60 例，女 36 例；年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 检验，以 a＝0.05 为标准，P<0.05 时，差

龄 32～60 岁，平均为（38.2±6.8）岁；病程 1～20 年，平均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为（6.7±1.3）年。对照组 90 例，其中男 55 例，女 35 例；年

2

结

果

龄 30～66 岁，平均为（37.8±7.2）岁；病程 1～20 年，平均
为（6.5±1.5）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对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病情均有所缓解，血糖均较治疗前降

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低，且实验组降低较对照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1.2 方法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达 93.75%，而对照组仅为

对照组患者服用二甲双胍（昆山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 H32021781）0.25g，1 片/次，3 次/d；实验组患者在

84.44%，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19，
（下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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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贴敷和圣通平治疗高血压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ypertension by plastering on
acupoint combined with Shengtongping
吴健荣
（佛山市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广东 佛山，528200）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67-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观察穴位贴敷和圣通平治疗高血压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的 100 例病患，将
其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实验组采用穴位贴敷和圣通平治疗高血压，对照组只服用圣通平片，观察两组治疗效果。结果：实验组在
减轻患者头晕头痛、心悸恶心等临床症状及降低血压同时保持血压稳定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采用穴位贴敷和圣通平治疗
高血压，能够显著提高高血压病的临床疗效，值得推广。
【关键词】 穴位贴敷；圣通平；高血压；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lastering on acupoint combined with Shengtongping on hypertens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nly Shengtongping,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plastering on acupoint combined with Shengtongping. Results: Symptoms in the treated group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lood pressure degraded much lower as well. Conclusion: Plastering on acupoint combined
with Shengtongping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hypertension,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Plastering on acupoint; Shengtongping; Hypertension;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39
作为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高血压严重危害着广大患者的

1.3 治疗方法

身心健康。由于高血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血管的损坏会逐
渐转移影响损坏心脏、大脑、肾脏等重要器官的健康，因此不

1.3.1 实验组
①穴位贴敷。选取太冲，太溪，曲池三穴，在进行贴敷前，

容小觑。目前我国的高血压病的特点是发病率高，治疗有效率
低，高血压病给患者自身和社会家庭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

先清洁表面局部皮肤[2]，在此三穴均使用穴位磁贴，1 换/d，10d
为 1 个疗程，至少使用两个疗程。

理负担。为提高临床对高血压病治疗的有效率，我院采用穴位
贴敷和圣通平治疗高血压，并观察其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②服用圣通平片。在使用穴位贴敷的基础上，每天口服圣
通平片，2 次/d，10mg/次，与穴位贴敷一起，10d 为 1 个疗程，

1

服用至少两个疗程。
1.3.2 对照组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①在未经降压治疗前提下，1d 经三次及以上测量，各次结
果依据 WHO 在 2005 年制定的高血压分类标准，属于 1 级高
血压（收缩压 140～159mmHg；舒张压 90～99mmHg）或 2 级
高血压（收缩压 160～179mmHg；舒张压 100～109mmHg）者[1]；
②处于非妊娠期，无内脏器官等疾病。
1.2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符合纳入标准的治疗患者
100 例，将其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实验组男 26 例，女 24 例，

只口服圣通平片，2 次/d，10mg/次，10d 为 1 个疗程，服
用至少 2 个疗程。
1.4 观察方法
测量血压 1 次/d，测量血压时选用标准的台式水银柱血压
计，在低分贝环境下至少测量 3 次，间隔 10min/次，取 3 次测
量平均值，并记录数据。
1.5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16.0 软件进行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平均年龄为（49.34±3.97）岁，平均病程（5.6±1.3）年，1
级高血压患者 19 例，2 级高血压患者 31 例；对照组男 28 例，

2

女 22 例，平均年龄为（46.59±4.07）岁，平均病程（4.3±2.1）
年，1 级高血压患者 17 例，2 级高血压患者 33 例。实验组与

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情况优于对照组，主要表现为头晕头
痛、心悸恶心、耳鸣乏力等高血压临床表现消失或明显好转

对照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和高血压情况分级等方面无显著差
异，具有可比性（P>0.05）
。

（P<0.05）
，具体见表 1。

表1

结

果

两组患者治疗两疗程后临床表现对比
组别

n

实验组

50

对照组

50

头晕头痛（n）

心悸恶心（n）

耳鸣乏力（n）
42

治疗前

49

40

治疗后

11

9

6

治疗前

48

41

39

治疗后

14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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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同时对比两组患者的动脉血压，实验组较对照组下降比较

明显（P<0.05）
。其治疗效果对比，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两疗程后血压状况对比
组别

n

实验组

50

讨

DBP（mmHg）

179.1±5.06

79.2±2.36

治疗后

143.8±6.13

72.34±6.45

治疗前

178.8±10.78

78.6±3.02

治疗后

144.9±13.4

67.98±8.31

治疗前

对照组

3

SBP（mmHg）

50

论

高血压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本研究发现，对太冲，太溪，曲

高血压是一种全身代谢性疾病，其临床主要表征为血压较
正常人高，并伴有头晕头痛、心悸恶心、耳鸣乏力等现象，并
随着患病时间的增加，其会引起心脑、肾脏器官的损害，引发
冠心病、慢性肾衰竭等疾病，严重危害患者的身心健康，同时
给患者和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我国有 1.3 亿人
口患有高血压症，但有一半患者并不知道自身患病情况，发现
率低，治疗效果和控制率差。虽然目前对高血压的治疗情况并
不乐观，但中医对治疗高血压有一定的优势。由于穴位贴敷是
一种外用疗法[3]，因此它可以减轻病患痛苦，并避免或减小口
服药物给身体其它器官带来负担和损害，是不宜使用降压药患

池三穴进行帖敷，并配合口服圣通平片能明显降低血压，达到
理想的治疗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中国高血压肪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J].中华心血
管病杂志,2011,7(39):597
[2]刘兴颖,聂茸.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60 例[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09,24(12):70
[3]张魏,张学东,唐友琴.穴位敷贴治疗高血压病 30 例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观察[J].
医学信息(中旬刊),2010,5(1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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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最佳疗法，且其降压效果明显，易于操作，亦是轻、中度
（上接 66 页）
P<0.05）
。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实验组
96
对照组
90

3

讨

治疗前

治疗后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FBG

9.36±2.14

7.09±1.51

72

18

6

93.75

PBG

14.21±3.59

9.98±3.92
52

24

14

84.44

n

FBG

9.35±2.15

8.21±1.99

PBG

14.36±3.84

13.01±1.69

论

2 型糖尿病治疗中加用中药制剂治疗是近年来的趋势，其
中被应用较为广泛的是金贵肾气丸[3-5]。2 型糖尿病在中医辨证
中属于“消渴”范畴，是本虚标实之证，而重在阴虚。但《金
匮要略》指出：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
肾气丸主之”。唐代名医孙思邈《千金要方》论消渴病发病机
理时也认为是“肾气虚冷，谷气下流”，所以消渴中阴阳同调
是可以采取的治疗大法。主要方药包括干地黄、山药、山茱萸、
茯苓、牡丹皮、泽泻、桂枝、附子、牛膝、车前子，方中阴阳
双补，有补有泻，是非常紧凑的方药组合，针对 2 型糖尿病患
者不失为一个良药。
本次研究过程所有患者经治疗后病情均有所缓解，血糖均
较治疗前降低，治疗均有效，且实验组降低较对照组明显，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
率达 93.75%，而对照组仅为 84.44%，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

综上所述，联合金匮肾气丸治疗 2 型糖尿病可以取得很好
的疗效，金匮肾气丸对缓解糖尿病患者症状有很好的治疗促进
作用，适合临床长期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杨晓明.金匮肾气丸治疗 2 型糖尿病 120 例[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
17(17):261-263
[2]陈莉娜.金匮肾气丸治疗 2 型糖尿病 60 例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医药导报,
2012,9(3):102-103
[3]张信义.金匮肾气丸治疗 2 型糖尿病临床观察[J].中医学报,2011,26(8):
982-983
[4]黄召谊,陈广,雷宏伟.金匮肾气丸治疗 2 型糖尿病并发高脂血症的临床研
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28(11):2457-2459
[5]郭玉婷.格列美脲联用金匮肾气丸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疗效分析[J].中国医
药导报,2012,21:110-111

有统计学意义（x2＝4.19，P<0.05）
。加用金匮肾气丸可以得到
更好的疗效，症状缓解较为明显，血糖也控制良好，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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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老年习惯性便秘疗效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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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5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69-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药治疗老年习惯性便秘之临床疗效。方法：将我院收治之老年习惯性便秘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
对照组各 58 例，治疗组给予中医药组方治疗，对照组给予果导片、麻仁丸治疗。结果：治疗组临床治愈率为 53.45%，总有效率为
93.1%，对照组临床治愈率为 31.03%，总有效率为 60.34%。结论：中医药从病症根本出发，可有效治疗和治愈老年习惯性便秘。
【关键词】 习惯性便秘；老年人；中医药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in treating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Methods: 116 patients collec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8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CM prescription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phenolphthalein tablets and Maren pills. Results: The cure rat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reating
group were 53.45% and 93.1% respectively, while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31.03% and 60.3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CM
based on the disease and symptoms can effectively treat and cure senile habitual constipation.
【Keywords】 Habitual constipation; Aged people;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40
老年习惯性便秘可诱发或加重多种疾病，甚者可危及生命

肉苁蓉 30g，生黄芪 20g，淮山药、白术、首乌、紫苑各 15g，

健康。随着我国不断向老龄化社会迈进，其发病率呈连年上升

郁李仁 12g，党参、当归、生地、火麻仁各 10g。并依据患者

趋势，现已成为困扰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的常见疾病之一。临床

的临床特点，酌情加味治疗。如若气虚下陷，则加升麻、枳壳

上西医对本病多采用对症治疗，以至于长期服用泻药来维持排

升清而降浊；若阴虚津亏，加知母、玄参滋阴润燥；若兼阳虚

便功能，但效果常不能持久，停药易复发。本案从患者自身体

症状者则加制附子、干姜温阳散寒。1 剂/d，加水浸泡 0.5h 后，

质出发，从根论治，取得较好之临床疗效，特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0 年 4 月～2012 年 8 月间来我院就诊之习惯性便

水煎 2 次，混合兑后分两次于早晚饭前温服。对照组给予果导
片 100mg，睡前口服，并给予麻仁丸，9g/次，2 次/d。
两组患者均嘱改善饮食习惯，并建立良好排便习惯。均以
4 周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停药，随访 3 个月评定疗效。
2.2 疗效标准

秘患者共 116 例，均经胃镜或结肠镜等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

参照文献进行评定[1]。痊愈：临床症状消失，2d 以内排便

依据接诊顺序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58 例。治疗组 58 例，男性

1 次，便软成条，排便爽快，随访 3 个月无复发。显效：3d 以

患者 27 例，女性患者 31 例；年龄 60～82 岁之间；病程为 3～

内排便，便质转润，排便基本通畅，其他症状大部分消失，随

10 年；排便间隔时间在 4～7d 之间。对照组 58 例，男性患者

访 3 个月发作次数减少至每月少于 3 次者。有效：排便时间、

29 例，女性患者 29 例；年龄 60～79 岁之间；病程 3.5～11 年；

排便间隔缩短，或便质干结有所改善，其他症状均好转，随访

排便间隔时间在 4～6d 之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
一般资料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未见明显性差异（P>0.05），具
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3 个月发作次数每月大于 3 次者但小于 5 次者。无效：症状无
改善或经治疗 1 个疗程后随访 3 个月发作次数每月大于 5 次者。
2.3 统计学方法
选用软件 SPSS16.0 对观察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参照临床诊断要点进行筛选。①排便间隔时间延长，每
次排便间隔在 72h 以上者；②排便便质干硬，排便时费力难
以排出或大便不干结但亦排出困难者；③病程在 3 个月以上
者；④并排除患有器质性病变患者，如：肿瘤、结肠息肉、
克隆病、结肠炎等所致肠道狭窄及由药物引起的便秘；⑤发
病患者年龄在 60 岁以上者。
2

治

疗

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自拟中药方剂，以益气扶脾补肾为主，基本方：

3

结

果

表 1 两组老年习惯性便秘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58

31

17

6

4

93.1

对照组

58

18

11

6

23

60.34

注：表 1 显示，治疗组临床治愈率为 53.45%，总有效率为 93.1%，对照组
临床治愈率为 31.03%，总有效率为 60.34%，两组疗效比较，治疗组在治愈
率及总有效率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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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在治疗上应益气养血、健脾补肾、宣肺开郁。本文自拟方

便秘是指粪便在肠内长时间滞留，秘结不通，使排便周期
延长；亦或者排便周期不长，但粪质较干结，排出艰难，或者
粪便质地不硬，有便意，但是排便不畅或是便后不爽等病证[2]。
现代医学认为，老年习惯性便秘是由于人体衰老，各器官功能
减退，加之老年人活动量减少，或者因饮食习惯影响，食物中
获取纤维素含量少，导致直肠感迟钝、无便意，或者因肌肉退
行性病变，使肠动力不足，从而导致便秘[3]。现在临床治疗多
为长期口服缓泻剂或肛门给药促进排便，但多不能根治，临床
呈现症状反复发作等特点，严重影响着老年人身心健康。
本病属中医学“虚秘”范畴，多由气血衰退、正气不足所
致。其病变在大肠，但与脾肾的关系密切。现代中医学认为本
病关键在于脾肾亏虚，多由机体虚弱或久病失于调养，或苦寒

中重用黄芪、党参等益气健脾之品；更选用不燥不寒之肉苁蓉、
白术、淮山药等，扶脾益气，滋养肾阴，用来加强对脾肾功能
之扶肠导运作用；方中还选用当归、生地、何首乌等滋阴养血；
用郁李仁、火麻仁等润肠道而通粪便；紫苑具有润肺降气之功，
使肺气得以宣发壮大，使鼓动有力，则气郁得行，液津得布，
则肠润得行。临床如见气虚下陷严重者，则加升麻、枳壳以升
清而降浊；若见阴虚津亏重者，则加知母、玄参以增强其滋阴
润燥之功；若兼阳虚症状明显者，则加制附子、干姜以温阳散
寒。综上所述，本案全方，从老年人便秘之病理特点出发，标
本兼治，众药合用，共奏其补气养血、润肠通便之功。故而临
床疗效显著。
参考文献：

[4]

攻伐，损阳耗气等导致脾气虚弱，进而肾阳衰微 。
中医理论讲，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司二便，脾为后天之
本主运化，所以说大肠传导功能与之密切相关，脾虚则气血生
化无源，进而气血虚弱，而气虚则导致肠道传导无力，血虚津
亏则会致使肠燥秘结，气血亏虚则肠失温润，从而使糟粕滞留
而形成便秘。虚秘多见于老年人，且不可妄用攻下之品，而宜
补虚润其燥。除此外，老年习惯性便秘亦与肺气虚弱有关，肺
气虚弱，则肃降功能减弱，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脏功能减弱则

[1]刘素英.益气扶脾补肾法治疗老年习惯性便秘临床观察[J].中国民康医学,
2012,24(12):1462-1489
[2]周仲瑛.中医内科学[M].北京:北京中医药出版社,2003:261
[3]高利利,吴本俨,邵勇,等.老年慢性特发性便秘患者结肠动力学变化[J].中
华老年医学杂志,2001,20(6):191
[4]张雅丽,程莉.芪术益肠汤治疗老年习惯性便秘 30 例[J].黑龙江中医药,
2012(1):12-13

会致使大肠传导失司，糟粕停滞，肺主通调水道，肺气虚弱则
津液不布，肠燥津枯，大便干结难解。综上所述，老年习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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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过敏性紫癜 108 例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108 cases of infantile Schonlein-Henoch syndrom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常 玲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医院，河南 扶沟，46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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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儿童过敏性紫癜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分析我院 213 例儿童过敏性紫癜
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患者不同治疗方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照组为单纯西药治疗。结果：研究
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远高于对照组，P<0.05，患者的皮疹、消化道、关节肿痛等消退时间较短，且在治疗过程中没有出现严重不
良反应，患者的并发症情况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儿童过敏性紫癜在治疗中可以优先选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
行治疗，提升患者的临床效果，具有较强的临床实用意义。
【关键词】 过敏性紫癜；中西医结合；临床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infantile Schonlein-Henoch syndrom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13 infants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rapi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imple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mplications in both groups. No adverse effects were detected during the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fantile Schonlein-Henoch syndrome.
【Keywords】 Schonlein-Henoch syndrome;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lin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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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多为患者小血管炎而引发的全身血管炎症，临

表 1 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床病症可以对患者的肾脏、关节、胃肠等造成较严重的损伤，
[1]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总有效率（%）

79

24

95.37

因此在治疗期间需要及早、及时进行，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

研究组

108

常规抗生素等治疗效果较为优异，但临床复发情况较多，对患

对照组

105

者的身体损伤较大，本文从中西医结合方面着手，观察患者不

P值

35

39

70.48

<0.05

<0.05

<0.05

同方法的治疗效果，详细报道如下。
研究组患者的皮疹、关节肿痛、消化道症状的消退时间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别在（7.81±1.45）d、
（12.43±2.13）d、
（4.21±1.57）d 左右，
而对照组为（11.24±3.21）d、
（19.23±3.23）d、
（8.17±4.15）

整理我院 213 例儿童过敏性紫癜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d 左右，两组症状消退时间差异明显，均为 P<0.05。回访 3 年，

性患者 113 例，女性患者 100 例，患者年龄在 3～14 岁之间，

研究组复发 3 例，对照组复发 24 例，两组复发情况差异显著，

平均年龄 8.6 岁，患者均具有不同程度的皮肤紫癜症状，以患

P<0.05，研究满意 98/108，对照组满意 56/105，差异明显，

者下肢伸面、膝盖、关节较多，部分患者的面部、躯干部分较

P<0.01。

少，41 例患者伴随有发热症状，14 例患者伴有关节症状，19

3

讨

论

例患者伴随消化道症状，3 例患者伴随肾脏症状。通过临床确
诊诊断，213 例患者均符合临床儿童过敏性紫癜的诊断标准。
临床治疗将 213 例患者按照治疗差异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
究组 108 例，其中男性 59 例，女性 49 例，平均年龄 8.7 岁；
对照组 105 例，男性 54，女性 51 例，平均年龄 8.5 岁，两组
之间的年龄、性别及病史情况无统计学意义。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时采用常规医药治疗，给予患者口服氯
雷他定，5mg/次，1 次/d；西咪替丁，20～40arg/kg/d，分两次
静脉滴注；葡萄糖酸钙，静脉滴注；维生素 C，100～200rag/kg，
静脉滴注；有严重消化道病变、紫癜性。肾炎患儿给予肾上腺
皮质激素：地塞米松或甲基泼尼龙或泼尼松治疗。研究组在对
照组治疗基础上同步使用中医方剂治疗，方剂：生地黄 30g，
白茅根 90g，牛膝 l0g，生黄芪 15g，防己 10g，甘草 10g，大
蓟 15g，小蓟 15g，1 剂/d，水煎，分 2 次服，7d 为 1 个疗程，
连续服用两个疗程[2]。服药期间患儿注意休息，避风寒，禁食
过敏性辛辣食物。完成两组治疗后，对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进行
统计分析，并进行为期 3 年的回访，观察患者治疗后的复发情
况、满意度等。
1.3 疗效标准
按照临床治疗标准，分为治愈（患者症状消除，3 年内无
复发）
、好转（症状消除或好转，大便潜血阴性）
、无效（症状
改善不明显，患者出现复发或肾脏损伤等）
。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组和对照组数据均通过 SPSS17.00 统计学软件处理，
方差检验，P<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儿童过敏性紫癜在临床的出现几率较大，与患者的年龄没
有直接关系，在儿童 3～14 岁之间都有可能出现，且这种病症
会造成患者的身体器官损伤及四肢损害，会给患者的身体健康
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病症的复发情况也是该病症在治疗期间
的一个主要问题，反复出现病症会导致患者身体的进一步损
害。常规西医治疗的复发情况较多，出现患者治疗效果降低的
情况，中医从辨证观点来治疗，属于“风疹”
、
“发斑”、
“血证”
、
“肌衄”等范畴之内，其病位主要在肺胃，涉及肝脾。中医根
据其病因病理主要与风袭、血热、气虚瘀阻有关，治疗方法以
祛风、凉血、益气、散瘀为主。生地白茅根汤功能凉血止血，
调理气机，益气养阴，从根源上缓解患者病症，达到治愈的目
的[3]。
从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来看，研究组患者的症状消退时间
较短，P<0.05，而在完成治疗后，患者的治愈、好转情况较多，
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在治疗疗程完成后，研究组
患者与对照组的临床并发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患者回
访 3 年里，研究组患者的复发情况远低于对照组，P<0.05，患
者及患者家属对治疗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1，证实在儿
童过敏性紫癜的治疗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有效的提高了患者
的治疗效果，西医达到对患者症状消除的目的，中医则从根源
上对患者的器官循循环进行调节，完成对患者病症的处理治
疗，临床上可以推广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提高患者治疗效果，
减少由于患者病症出现或复发造成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彬,李立达.儿童过敏性紫癜 336 例临床分析[J].儿科药学杂志,2009,
15(1):20

两组患者疗程顺利完成，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或不良反

[2]孙秀芹.中西医结合治疗过敏性紫癜的疗效观察[J].山西中医,2009,25(2): 27

应，但研究组出现 3 例肾脏损害，对照组出现 4 例肾脏损害，

[3]石孝孝,崔红红.清热凉血化瘀方外洗配合西药治疗单纯性过敏性紫癜 62

两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情况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完成治疗

例[J].实用医技杂志,2007,14(17):2305

后，研究组患者的治愈比例和好转情况都高于对照组，P<0.05，
详细的比较情况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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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养心汤治疗稳定型心绞痛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table angina pectoris with
the Huoxue Yangxin decoction
梁 钊
（河南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河南 南阳，473011）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72-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探讨活血养心汤治疗稳定型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方法：从我院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 月收治的稳定型心
绞痛患者中，选取 72 例作为本次资料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进行对比治疗。结果：采用活血养心汤治疗的 36 例观察组中，
总有效率达到了 88.9%，而采用西药治疗的 36 例对照组患者中，总有效率达到了 86.1%。治疗后观察组心电图变化总有效率达到
了 83.3%，对照组 80.6%。结论：活血养心汤在改善患者心肌缺血缺氧、缓解稳定心绞痛症状方面效果显著，治疗稳定型心绞痛
疗效可靠。
【关键词】 活血养心汤；稳定型心绞痛；心电图变化；治疗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Huoxue Yangxin decoction stable angina pectori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9～2012 in January of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72 ca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data object that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fficacy were compared. Results: 36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Huoxue Yangxin decoction,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88.9%, and 36 cas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86.1%. After
treatment ECG changed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83.3% and 80.6%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Huoxue Yangxin decoction in
improving the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schemia and hypoxia, to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stable angina effect is significant, reliable
treatment of stable angina pectoris.
【Keywords】 Huoxue Yangxin decoction; Stable angina pectoris; ECG changes; Treatment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42
稳定型心绞痛主要是指心绞痛超过 1 个月反复出现临床症

单消酸异山梨脂片 20mg 2 次/d，倍他乐克 6.25～12.5mg，2 次

状，在发生心绞痛时，其性质非常稳定，例如每日或每周发病

/d，拜阿斯匹林 100mg 每晚 1 次，阿托伐他汀钙 10mg 每晚 1

时，疼痛程度、发作次数以及疼痛时间等均基本一致，并且运

次，口服，15d 为 1 个疗程。治疗组给予活血养心汤，基础配

用药物治疗后其药效发作时间也基本相同。致使其发病的原因

方为：人参 10g，桃仁 15g，黄芪 30g，麦冬 15g，桂枝 10g，

主要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致，临床表现有：主要疼痛部位在

红花 15g，柴胡 10g，郁金 10g，丹参 15g，瓜蒌 20g，川芎 10g，

左前胸或胸骨后，并且疼痛会延伸到其他部位，患者常常有胸

五味子 15g。
若患者伴随有高血压，
在基础药方上加入葛根 10g，

闷、压迫感、紧缩感等，疼痛如针刺般难以忍受，疼痛时间大

草决明 15g，石决明 15g；若患者出现失眠、多梦加柏子仁 15g，

多为阵发性短时间疼痛。给患者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

酸枣仁 15g；若伴随有高血脂，加当归 15g，生山楂 30g。将养

院治疗稳定型心绞痛时采用活血养心汤治疗，取得了极佳效

心汤水煎成 400ml 的药汁，服用 2 次/d。15d 为 1 个疗程。在

果，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患者接受 3 个疗程治疗后，对其再次进行相应体征检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

结

果

2.1 疗效标准

从我院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 月收治的稳定型心绞痛患

根据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及心律失常座谈会《冠

者中，选取 72 例作为本次资料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为：痰

心病心绞痛及心电图疗效评定判断标准》[1]中明确的相关判定

瘀痹阻、气阴亏虚型。随机将 72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标准，将心绞痛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三级。

每组各 36 例。其中观察组 36 例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中，女性 14

2.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例，男性 22 例；最小 38 岁，最大 72 岁，平均年龄 58.6 岁，

根据结果显示，采用活血养心汤治疗的 36 例观察组患者

病程为 1～10 年。对照组 36 例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中，女性 15

中，4 例无效，15 例有效，17 例显效，总有效率达到了 88.9%；

例，男性 21 例；最小 37 岁，最大 71 岁，平均年龄 57.9 岁病

而采用西药治疗的 36 例对照组患者中，5 例无效，16 例有效，

程为 1～10 年。两组患者无论是性别、年龄，抑或是病情等方

15 例显效，总有效率达到了 86.1%。由此可知，活血养心汤的

面均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治疗效果明显。两组患者经统计学处理，P>0.05，无统计学意

1.2 治疗方法

义。
（见表 1）

所有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均停止服用其他治疗药物，并对
其进行基本体征的检查。对照组 36 例患者给予其西药治疗，

（下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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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通便汤治疗屈曲型腰椎压缩骨折早期并腹胀、
便秘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early compression fracture by crooked lumbar
combined with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constipation with the Huoxue
Tongbian decoction
王小刚 张自强 祁文兵 李小军
（宝鸡市中医医院，陕西 宝鸡，721000）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73-02
【摘 要】 目的： 探讨活血通便汤治疗屈曲型腰椎压缩骨折早期并腹胀、便秘的临床效果。方法：52 例患者给予一般治疗
结合自拟活血通便汤。结果：除 4 例未接受中药治疗外，剩余所有病例服药后均有效，其中治愈 31 例，显效 15 例，好转 2 例。
结论：活血通便汤在治疗屈曲胸腰椎压缩骨折早期并腹胀、便秘疗效肯定，值得提倡和推广。
【关键词】 活血通便汤；屈曲型腰椎压缩骨折；腹胀；便秘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elf-made Huoxue Tongbian decoction on treating early early
compression fracture by crooked lumbar combined with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constipation. Methods: 5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common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self-made Huoxue Tongbian decoction. Results: The treatment was effective to all the patients, except 4 patients rejecting TCM treatment.
31 cases were cured, 15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2 cases were improved. Conclusion: Huoxue Tongbian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early early compression fracture by crooked lumbar combined with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constipation,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Huoxue Tongbian decoction; Compression fracture by crooked lumbar; Abdominal distension; Constip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43
腰椎屈曲压缩骨折是临床上脊柱骨折中最常见的一种类
型，常见部位为胸 12-腰 2，此处具有较大的活动度，又是胸椎
后凸和腰椎前凸的转折点，因此最易受传导暴力造成损伤。
单纯胸腰段脊柱骨折无合并脊髓损伤的 I、II 度骨折患者，
大多数患者出现大便不行，瘀结腹中。患者多出现腹胀硬痛，
拒按，大便数日不行，伴有烦躁、呕恶、纳差等症。临床上多
采用开塞露外用，灌肠等单纯通便的手段，笔者运用活血通便
汤（自拟）治疗，不仅可以泻下通便，还可活血泄热。可使瘀

2

治疗方法

2.1 一般治疗
平卧硬板床制动休息，定时轴向翻身；微波治疗及中药离
子导入等；3～5d 后行腰背肌功能锻炼（具体根据病情确定）。
2.2 中药治疗
药用桃仁 15g，陈皮 8g，当归 12g，大黄 15g，桂枝 10g，
牛膝 12g，炙甘草 5g；疼痛不能转侧者可加赤/白芍、红花以活
血祛瘀止痛；火旺而血瘀于上，头痛头胀，可加生地、丹皮、

热随大便而出，达到“蓄血去，瘀热清，诸症自平”之目的。

栀子、黄芩以清热凉血；兼有气滞者，可加香附、厚朴等以行

报告如下。

气止痛。

1

临床资料
全部 52 例均为宝鸡市中医医院骨科 2009 年 3 月～2011 年

3

结

果

3.1 疗效标准

3 月之住院病例；其中，男 34 例，女 18 例；年龄 22～70 岁，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制定：治愈：2d 内排便

病程 10h～10d。

1 次，便质转润，解时通畅，短期无复发；显效：3d 内排便，

1.1 疾病诊断标准

便质转润，排便通畅；好转：5d 内排便，便质偏干，排便欠畅；

经 CT、X 线片结合临床症状、体征确诊为 I、II 度为单纯
椎屈曲压缩骨折。

无效：7d 内尚无排便，腹胀不适。
3.2 结果

1.2 中医诊断标准
见腰部剧痛，俯仰转侧不利，发热口渴，溺黄而涩，大便秘

4 例因个人原因不愿接受中药治疗；其余所有病例服药后
均有效：治愈 31 例，显效 15 例，好转 2 例。

结，腹胀而痛，肠鸣转气，舌苔黄腻而燥，脉多实大或弦紧等。
1.3 排除标准
排除腹腔脏器破裂、穿孔、内出血；机械性肠梗阻等；另
外年老体虚、气血不足者也非本治疗所适宜。

4

讨

论

4.1 发病机理
Ferguson 把屈曲压缩骨折分为 3 度。I 度为单纯椎体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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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楔形变，压缩不超过 50%，中、后柱均完好。II 度是椎体楔形

行气醒脾，灸甘草护胃安中，缓诸药峻烈之性，以为使药。共

变伴椎后团带复合结构破裂，
X 线片上可见到棘突间距离加宽，

奏破血下瘀、泄热通便之功，服后“微利”，使蓄血去，瘀热

可能伴有关节突骨折或半脱位。III 度为前、中、后二柱均破裂，

情，诸证自平。

椎体后壁虽不受压缩，但椎体后上缘破裂，骨折片旋转进入椎
[2]

管可致截瘫，III 度合并截瘫者需行手术治疗 。

综上，本法在治疗屈曲胸腰椎压缩骨折早期并腹胀、便秘
疗效肯定，值得提倡和推广；但是各种症状快速减轻，体温恢

胸腰段是胸椎后凸与腰椎前凸的生理曲线交界处。由于这

复正常，腹胀消失，无压痛，肠鸣音正常，饮食情况良好，此

一解剖结构特点，该部位在临床中骨折发生率较高。交感神经

时即停服本方，重点治疗腰椎骨折；笔者在临床治疗过称发现

的低级中枢位于脊髓胸 1～胸 12，腰 l～3 节段的灰质侧角，从

对于术后患者同样疗效确定。临床可不拘泥于术前、术后而灵

侧角分出节前纤维在脊柱附近形成椎旁节及椎前节，其神经丛

活应用。

形成了交感干走行在脊柱两旁。当胸腰段（胸 11～腰 1）椎体
骨折后，骨折端出血形成的腹膜后血肿以及周围组织的水肿压
迫或刺激交感神经节，使肠蠕动减低、分泌物减少、括约肌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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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而产生腹胀、大便不通、肠鸣音减弱或消失等肠麻痹症状 。

1994:11

4.2 中医病因病机

[2]饶书城.脊柱外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素问•缪刺论》说：
“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
不得前后，先饮利药。
”总的病机是瘀血蓄结，腑气不通。
《素
问•至真要大论》曰：
“留者攻之”
。治当攻下逐瘀，行气止痛。

[3]高有祥,张日富.加味桃仁承气汤治疗胸腰椎骨折后肠麻痹 36 例[J].实用
骨科杂志,2001,7(5):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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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配伍，瘀热并治。当归助桃仁活血，兼以润肠通便，牛膝
活血而引热下行，共为臣药；桂枝通行血脉，助桃仁活血行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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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于寒凉破泄方中，亦可防止寒凉凝血之弊，是为佐药。陈皮
（上接 72 页）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6

17

15

4

88.9

对照组

36

15

16

5

86.1

了 83.3%，对照组 80.6%。P>0.05，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心电图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总有效率达到
表 2 两组患者心电图对比（n，%）

3

讨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6

16

14

6

83.3

对照组

36

14

15

7

80.6

论

在中医学中，将稳定型心绞痛归属“胸痹”
、
“心痛”范畴，
主要病因病机为本虚标实；气滞、血瘀、寒凝、痰浊为标，虚
为心脾肝肾亏虚，功能失调，导致心脉不通，不通则痛，临床
表现：胸痛、胸闷、心悸等症。治疗则应扶正祛邪，标本兼顾，
治以宜气养阴，活血化瘀，通络止痛。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
不少专家学者在其研究中表明，导致心绞痛的罪魁祸首就是气

凑益气养阴、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之效，达到补虚不留邪，祛
邪不伤正，扶正祛邪，标本兼治之功。从表 1 表 2 中可以看出
对于治疗稳定型心绞痛，不论是治疗组还是观察组都效果明
显。说明活血养心汤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缓解稳定型心绞痛疗
效满意，且无任何不良反应，尤其是对硝酸脂类药物不能耐受
的患者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2]

阴两虚 。活血养心汤配方中的人参，黄芪、麦冬、五味子等
药，益气养阴，麦冬滋阴养心，养心体而助心用，五味子能聚
耗散之心气，人参强心，能改善心肌细胞代谢，降低心肌耗氧
量，改善心功能；川芎、当归、桃仁、丹参活血、化瘀，止痛，
川芎、丹参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血流量，改善血液循环；桂

[1]中西医结合治疗心绞痛及心律失常座谈会.冠心病心绞痛及心电图疗效
判定标准[S].1997
[2]谈敏华.益气活血养心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验案 2 则[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12(11).112

枝振奋心阳助心气而运行血脉；而茯苓则在提高人体抗缺氧功
能的同时，还能够发挥较好的镇痛、镇静作用。诸药合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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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壮筋汤对肾虚腰痛的疗效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renal deficiency and lumbodynia with
the Bushen Zhuangjin decoction
付 蔷
（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山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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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补肾壮筋汤对肾虚腰痛的治疗效果。方法：将我院确诊的 92 例肾虚腰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6 例予补肾壮筋汤煎服，1 剂/d，1 次/d；对照组 46 例仅以钙剂、维生素等口服治疗，1 片/次，2 次/d。两组均于治疗前进行疗效
判定。结果：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且随访腰痛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肾虚腰痛患者服用具有补肾强腰功效
的补肾壮筋汤疗效显著，用药安全。
【关键词】 补肾壮筋汤；肾虚；腰痛；疗效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ushen Zhuangjin decoction on renal deficiency and lumbodynia.
Methods: 9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6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alcium and vitami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Bushen Zhuangjin decoction. Results: The effica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lower recurrence rate in lumbodynia (P<0.05). Conclusion: Bushen Zhuangjin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safe on renal deficiency and lumbodynia.
【Keywords】 Bushen Zhuangjin decoction; Renal deficiency; Lumbodynia; Efficacy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44
肾为先天之本，是人体生命的先天根本，肾气盈亏除了反
应肾脏及其相关的脏器的健康与否，也代表生命力是旺是弱。

2 次/d。
1.3 疗效标准

肾气虚，是肾虚的一种，主要症状为倦怠无力、气短自汗、面

分为治愈、显效、有效、无效 4 个等级。治愈：临床症状

色晃白、小便频多、遗精早泄、舌苔淡白、脉细弱等[1]。我们

消失，体征良好，腰痛消失；显效：患者自觉症状明显好转或

所说的肾虚、肾亏，涵盖了肾脏及肾经的气血循环，或功能与

基本消失，腰痛消失；有效：患者自觉症状改善，腰痛症状缓

肾产生关联的器官组织，如相关泌尿、生殖系统等问题。部分

解；无效：患者全身症状及体征与治疗前无明显变化，甚至有

[2]

概念与西医解剖学上所称的肾脏有所不同 。肾虚腰痛给患者

加重迹象[2]。并发症：病情恶化，体征及症状加重[3]。

带来生活和工作上困扰，现就补肾壮筋汤治疗肾虚腰痛疗效观

1.4 统计学分析

察分析，报告如下。
1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所有相关数据，均采用
SPSS14.0 统计学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用

资料与方法

x ± s ，计量资料的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用 x2，P<0.05

1.1 资料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收集的病例均来自我院病房及门诊患者，根据现病史、症
状、体征及检查确诊为肾虚腰痛的患者 92 例。将其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6 例，年龄 29～61 岁，平均年龄

2

结

果

研究显示治疗 2 个疗程后，将症状、体征治疗前后对比观

（46.4±6.3）岁，其中男性 41 例，女性 5 例；对照组 46 例，

察，治疗组：痊愈 13 例，显效 14 例，好转 16 例，无效 3 例；

年龄 28～62 岁，平均年龄（45.4±7.7）岁，其中男性 40 例，

出现并发症 1 例。对照组：痊愈 3 例，显效 7 例，好转 19 例，

女 性 6 例。 两组 年龄 、 病情 、 体征 等方 面无 统 计学 差异

无效 17 例；出现并发症 5 例。分析表明治疗组患者的治愈、

（P<0.05），具有可比性。

显效和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P<0.05）；治疗组患者出现并发症和不良反应的人数明显少

治疗组给予补肾壮筋汤煎服，1 剂/d，1 次/d，连服 2 个
月为 1 个疗程。对照组仅采用口服钙剂、维生素，1 片/次，

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治疗组的
治疗效果更优。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和并发症情况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并发症

对照组
治疗组

46

6.52

15.22

41.31

36.96

63.05

10.87

46

28.26

30.43

34.78

6.52

93.47

2.17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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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在临床中腰痛症状常常与消化、泌尿、生殖等多个系统相
关联，现代西药中除镇痛药以为尚无特效药物，这就突显了西
医治疗的局限性。由于临床上腰痛的机制多不明确，故在临床
中用药止痛的选择有难度。而中医治疗腰痛比西医更丰富，更
有经验和优势。在我国中医的大量文献中。认为腰乃肾之外候，
《素问•脉要精微论》曰：
“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
矣”[4]。表明腰痛是先因肾虚，后感风寒湿邪，经络气血受阻，
肾脏阴阳被遏，不通则痛。所以我们选用补肾壮筋汤来治疗肾
虚腰痛，补肾壮筋汤主要由熟地、当归、牛膝、山茱萸、云苓、
川断、杜仲、白芍、青皮，五加皮等组成。针对肾虚血瘀的病
机，以补肾强腰、活血养血、通络止痛，动静结合补而不滞，
化瘀而不伤正，扶正兼顾祛邪。药理研究证实，杜仲具有镇痛、
抗应激反应和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而当归具有活血养血，舒

镇痛、抗炎、抗缺氧、抗菌等[5]。经用补肾壮筋汤治疗肾虚腰
痛患者 92 例，其总疗效率优于对照组，验证了本方的有效性，
本方适于不同病情程度的肾虚腰痛患者，在用药过程不良反应
小，值得使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1]梁新军,夏侃,夏仁云,等.腰椎间盘源性下腰痛[J].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06,
12(2):110-112
[2]李旭,郭险峰.慢性腰痛患者躯干旋转肌群肌力与腰部稳定性的关系[J].中
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10,16(11):1012-1014
[3]赵晓山,罗仁.肾虚证相关基因的研究[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3,1(1):1-20
[4]杨琪东.中老年人肾虚腰痛的诊治与食疗[J].山西老年,2003(11)
[5]莫芳芳,张国霞.复杂性科学在中医药领域的研究现状[J].江苏中医药,
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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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并能促进血红蛋白及红细胞的生成，补肾壮筋汤还能镇静、

混合型颈椎病案
A case of mixed type of cervical syndrome
王世宝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 91746 部队，北京，102206）
中图分类号：R3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76-02
【摘 要】 目的：观察针灸对混合型颈椎病的治疗效果。方法：对 1 例有明确影像学表现的混合型颈椎病患者进行针灸治疗，
对近期和远期疗效评定。结果：针灸治疗混合型颈椎病效果显著。结论：对影像学检查显示颈椎间盘突出轻度压迫脊髓，有临床
症状的混合型颈椎病患者采用针灸治疗，可使临床症状消失，远期效果良好，为有手术指征的患者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无创性的治
疗方法。
【关键词】 混合型颈椎病；MRI 检查；针灸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therapy on mixed type of cervical syndrome. Methods: A
case of patient with definite mixed type of cervical syndrome was given acupuncture therapy. The short-time and long-time efficaci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cupuncture therapy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mixed type of cervical syndrome. Conclusion: Acupuncture therapy
provided another non-Invasiv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intervertebral disk hernia.
【Keywords】 Mixed type of cervical syndrome; MRI examination; Acupuncture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45
1

基本资料
患者甲，男，65 岁，2009 年 8 月 23 日就诊。主诉：颈部，

双肩、臂、手麻木，疼痛，右手发软不能持物，头晕、视物模
糊、恶心、心慌、腿脚无力，走路象踩在棉花上、行走摇晃不
稳一年余。病史：2000 年患者感脖子不舒服，症状逐渐加重，
近一年颈肩手臂疼痛加重，头晕目眩、视物不清、时有心悸、
经常转头时跌倒，脚面感知路面迟钝，走路摇摆不能走直线。
以前做过中西药物、牵引、推拿治疗，症状无明显改善。患者

椎病为主的混合型颈椎病，治疗方案为手术治疗。患者不愿手
术于同年 8 月 24 日慕名来要求针灸治疗。查体：颈椎曲度变
直，颈部后正中颈椎区压痛存，多个颈椎横突有压痛，双侧颈
夹肌可触及结节、压痛，颈肩部肌群僵硬，颈向右侧屈曲、后
伸，咳嗽、喷嚏和用力时皆使疼痛加剧。双侧臂丛牵拉试验
（＋）
，双侧头部扣压试验（＋）
，被动转头时可引发恶心、心
慌、头晕。四肢肌力减退、右手无法握笔写字，令其走路时摇
摆不稳，腿脚无力。查体结合 MRI 诊断为：混合型颈椎病（脊
髓型、交感神经型、椎动脉型、神经根型）
。

无内科疾病史，无结核、肝炎等传染病史，手术及外伤史。2009
年 8 月 21 日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颈椎 MRI 诊断报告：①颈
椎退行性骨关节病，颈椎小关节紊乱；②C3/4-C5/6 椎间盘突

2

治

疗

当日取风池（双侧）
，天柱（双侧）
，完骨（双侧）
，颈 2～

出，并同水平椎管狭窄。2009 年 8 月 22 日北京积水潭医院专

7 椎体间同水平膀胱经（针尖刺向椎间孔）
，大椎。左侧曲池，

家结合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颈椎 MRI 片诊断为以脊髓型颈

合谷。右侧肩髎，肩髃，肩贞，臂臑，曲池，外关透内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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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中渚，后溪，八邪。八邪穴行提插补法，以与针刺穴位相

时间越早，效果愈好，病程越长，效果越差，如果颈椎髓腔空

邻的两指抽动为度，其它穴位均以出现酸麻胀感为宜，行小幅

间过于狭窄，压迫脊髓厉害使之无法代偿，只有手术解除压迫

度高频率捻转针体，10min/次，留针 0.5h。经上述方法治疗 20

才能有效。风池系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与阳维脉之会穴，

次后，患者颈部，双肩臂麻木疼痛消失，仅右手 2～4 指节末

有清头开窍、明目益聪作用；完骨为足少阳胆经与足太阳膀胱

端麻木。视物清晰，恶心，心悸，走路不稳症状消失，四肢肌

经会穴，具通经明目、疏通经络作用；风池、完骨作为近脑的

力明显改善，右手握笔写字流利。停针 4d 后，于 2009 年 9 月

胆经会穴可率十一经气血上升濡脑养髓，髓海充实则元神安

16 日行第 2 个疗程治疗，头颈部穴位不变，左侧手臂穴位为肩

使；天柱为足太阳膀胱经近脑的腧穴，太阳为阳中之最，阳气

髃，手五里、手三里，外关，后溪。右手穴位为肩髎，肩髃，

柔则养筋，精则养神，因此具有非常显著的健脑养神作用；针

肩贞、极泉，手三里，支沟透间使、上八邪（八邪穴上一寸）
、

风池、完骨、天柱组穴可较好改善椎基底动脉血液供应；针刺

合谷。下肢穴位取足三里（双），三阴交（双），太冲（双）。

颈部的膀胱经可疏通颈部经络，消除神经根炎性物质的刺激，

手法：足三里（双），三阴交（双）行补法；上八邪针尖指向

并可达到柔筋顺骨，纠正关节紊乱的效果；大椎为督脉穴位，

指缝，提插补法，以与针刺穴位相邻的两指抽动为度；合谷

诸阳之会，通阳经经络；中渚理三焦，疏少阳气机，解三焦邪

（双）
，太冲（双）行泄法；其它穴位平补平泄。治疗 10 次后，

热，活络止痛，后溪通调督脉，宣导阳气，两穴伍用调理经气，

患者四肢肌力 5 级，除右手 2～4 指尖皮肤麻木，无其它不适

疏筋活络止痛之力宜彰；合谷—太冲具有平衡阴阳，调和气血，

症状。2009 年 9 月 27 日，麻木指端采用以 5 ml 注射针头速刺

通经活络，沟通上下的作用；外关透内关、支沟透间使在于通

指尖，毎指出血 3 滴以上，每隔两天针刺一次，共五次。其它

调手臂阴阳经脉，通络之力益彰；肩髎，肩髃，肩贞，臂臑四

穴位取大椎，颈 2～7 夹脊，曲池（双）
，合谷（双）
，右手八

穴舒利肩关节，行气活血，加之阳明穴位曲池、手五里、手三

邪，足三里（双）
，三阴交（双）
，太冲（双）
，1 次/d，10 次结

里、外关行气活血作用明显，增加肌肉肌力；极泉可通过刺激

束治疗，2009 年 10 月 6 日查只有食指，中指指端感觉迟钝，

臂丛神经通过神经电位传导到桡神经、尺神经、正中神经进而

余无其它不适。触诊颈椎曲度变直有改善，颈部无压痛点和结

增强手臂部气血运行；八邪意在疏通经络，以利掌指关节；八

节，触诊时僵硬肌群恢复正常柔软。2009 年 10 月 21 日武警北

邪和上八邪交替选用可防止穴位疲劳，加强舒利掌指关节的效

京总队第二医院颈椎 MRI 复查显示 C3/4-C5/6 椎间盘突出，并

果；指尖点刺放血活血化淤，疏通指末节气血；本例患病时间

同水平椎管狭窄。无颈椎小关节紊乱。

较长，病邪迁延日久，波及肝肾正气，取三阴交滋补肝肾，生

3

按

髓益脑；足三里多气多血是足阳明经合穴，具有补益、强壮和

语

疏通下肢阳经经气作用，是治疗下肢肌无力、运动动能、感觉

颈椎间盘突出导致节段性椎管狭窄的脊髓型颈椎病，西医
治疗的主要方法是手术，手术的疗效与术者的治疗水平有关。
本病例采用针灸治疗，虽然颈椎间盘突出依然存在，但临床症
状消失，至 2012 年 11 月仍未复发，给这种类型的颈椎病提供

障碍首选穴位。全案攻邪养正，标本兼治，脏腑阴阳气血同调，
达到理想治疗效果。
作者简介：

了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笔者在十多年针灸治疗颈椎病的过程

王世宝（1970-），北京市昌平区沙河 91746 部队门诊部主治医师。

中发现：颈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脊髓型颈椎病，针灸治疗离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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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治疗四法
Four different therapies on treating dizziness
施海婷
（河南商丘市中医院，河南 商丘，476000）
中图分类号：R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77-02

【摘 要】 本文列举了四种不同病症的眩晕，并分别采用补中益气法、补肾益肝法、疏肝解郁法和活血化瘀法进行对症治疗，
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眩晕；治疗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four different symptoms of dizziness were illustrated and given Buzhong Yiqi therapy, Bushen Yigan
therapy, Shugan Jieyu therapy and Huoxue Huayu therapy based on symptoms and signs, and reasonable effects were achieved.
【Keywords】 Dizziness;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46
眩晕一症患者颇多，临床用药疗效不一，总结所治病例，
准确辨证是取效关键，试结合实际病例说明之，以期抛砖引
玉。

1

补中益气法
本法适用于气虚患者，表现为倦怠乏力，少气懒言，面色

萎黄，平卧头晕减轻，活动头晕加重。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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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患者甲，男，65 岁，头晕 3 个月，倦怠乏力，少气懒言，

椎片显示骨质增生。住院后邀会诊，气色尚可，言语流畅，无

多处求治疗效不佳，刻下来诊，证见：头晕不已，动则加剧，

共济失调表现，平卧无头晕感觉，舌质淡苔白略腻，脉弦，随

卧位好转，昏昏欲睡脉弦细无力，血压 170/100mmhg，纵观前

令起立，患者立感头晕，站立不稳，状如醉汉，然其面色无苍

医处方，多以平肝潜阳为治。脉症合参，考虑为中气不足所致，

白无恶心等表现，测三位血压未见异常。追问病史，患者发病

予以补中益气汤加味：炙黄芪 40g，党参 25g，当归 15g，陈皮

之初家人有患脑梗者，瘫痪在床。辨证为气虚肝郁，给予疏肝

10g，柴胡 6g，升麻 6g，白蒺藜 20g，炙甘草 10g，天麻 10g，

益气之剂炙黄芪 40g，党参 25g，当归 15g，陈皮 10g，柴胡 10g，

焦白术 15g，茯苓 10g，5 剂，后症状明显好转，后继续调理治

升麻 6g，白蒺藜 20g，炙甘草 10g，天麻 10g，焦白术 15g，茯

疗 10 剂后症状完全消失。

苓 10g，郁金 10g，半夏 10g，麦芽 30g，竹茹 10g，5 剂，患

按：该患者起初治疗，医者受高血压影响，判定为肝阳上

者服第二剂出现呕吐，故未再服，再次进行头颅 MRI 检查，

亢，屡给平肝潜阳药物，效不佳。观其症则以气虚为主要表现，

并求助他医，然症状依然，后再邀会诊，依然考虑气虚肝郁，

以补中益气汤加味治疗迅速收效，加用天麻、白蒺藜兼顾肝风，

原方继服，嘱其少量频服，并给予黛力新 1 片，早中服用，尽

白术、茯苓健脾关注后天之本。临床治疗中很多人抛弃中医辨

剂后家属欣喜来诊，头晕已去十之八九，已能在超市逛 1、2h

证之法，而以高血压作为肝阳上亢的标准，往往失之偏颇。笔

而无倦意。后再服 5 剂，黛力新服完 1 合，症状全无。
按：该案患者自述无焦虑，担心等表现，睡眠良好，然其

者遇到眩晕患者若眩晕卧位明显减轻，站立明显加重多以补中
益气汤加减获效。
2

补肾益肝法

表现为躯体焦虑，头晕行走不稳进食呕吐，虽无闷闷不乐情绪
抑郁表现，仍为肝气不舒表现，黛力新虽为西药但其中药归类
为疏肝解郁安神定志之剂，配合中药疏肝解郁疗效颇佳。

该法适用于肝肾阴虚的患者，表现为头晕，视物模糊或两
目干涩，夜寐不安，舌红脉细。
患者乙，76 岁，头晕 1 个月，一月来无明显诱因出现头晕，
卧位好转，站立及活动时加重，上午头晕明显，下午头晕减轻，
伴有食物模糊。舌质淡，苔薄白，脉细无力。起初辨证为中气

4

活血化瘀法
该法适用于头晕缠绵不已，伴有面色晦暗，舌质暗或有瘀

血点，脉涩。
患者丁，40 岁，头晕 6 个月余，6 个月前遭遇车祸，左股

不足给予补中益气汤加味，炙黄芪 40g，党参 25g，当归 15g，

骨开放性性骨折，脑震荡，治疗后腿伤已愈，仍持续头晕，多

陈皮 10g，柴胡 6g，升麻 6g，白蒺藜 20g，炙甘草 10g，天麻

处求治中西医均不效。来诊时头晕不已，面色苍白，夜寐不安

10g，焦白术 15g，茯苓 10g，5 剂，服两剂后症状明显减轻，

情绪低落，眼睑结膜略苍白，舌质淡边有少许瘀血点，脉细弱。

第三剂其症状开始加重，再诊，以为辨证准确，上方再服 5 剂，

血红蛋白 95g/l。辨证为气血亏虚兼有瘀血内存随处方如下：黄

症状依然，因思患者视物不清，平素无眼疾，肝开窍于目，肝

芪 50g，川芎 25g，当归 15g，熟地 15g，白芍 10g，人参 10g，

精不足无以养目则可见视物昏花，肝精需肾精濡养，肝肾同源，

桃仁 15g，水蛭 10g，红花 10g，白术 15g，阿胶 10g，
（烊化）

因此上方加入补益肝肾之剂，女贞子 10g，旱莲草 10g，龟板

柴胡 10g，郁金 10g，炙甘草 10g，7 剂，症状渐露缓解之象，

30g，5 剂症状明显好转，原方继服 5 剂，症状完全消失。

头晕较前减轻 2、3 分，随以原方加减治疗 2 月，症状完全消

按：本患者来诊时变现为气虚兼有肝精不足表现，初诊时

失，食欲精神均好，检查血红蛋白：120g/L。

忽略了患者视物昏花的表现，仅以益气之法，初虽症状减轻，

按：该患者来诊时一派气血亏虚之象，然前医用药多为益

然气属阳过补必耗阴精，因此症状加重。后再思患者头昏早上

气养血之剂，疗效为何不佳。患者外伤之后发病，必有瘀血内

重下午轻，晚上最轻，乃上午为阳中之阳，阴精更显不足，下

存，且患者来诊时舌质虽淡但有瘀点，此乃虚瘀并存，若只以

午为阳中之阴，晚上属阴，阴精的天地阴气之补，故而症状减

益气养血为治，因瘀血内存，新血不升。故处方中在大队益气

轻，加用滋补肝肾药物后疗效显著。

养血药物中加入活血化瘀之剂，使瘀血去新血得生，疾病渐渐

3

疏肝解郁法
该法适用于头晕不已，多思善虑，情绪不稳，闷闷不乐，

舌淡，脉弦之症。
患者丙，女，76 岁，头晕 1 个月，1 个月前患者感冒后起

向愈，贫血得到纠正。
眩晕患者甚多，气血阴阳亏虚，瘀血痰浊内存，肝之阳气
亢盛皆可导致眩晕发作，临症之时须详审细查，准确找到症结
所在，按证用药方能取得良好疗效，现代医学疗法多有可鉴之
处，需多加学习，切不可固步自封。

病，起初头晕目眩呕吐频频，经输液治疗眩晕停止，呕吐好转，
然患者头晕仍在不能行走，进食量少，时有呕吐，多方给予治
疗疗效均不佳，头颅 CT，头颅 MRI 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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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汤合痛泻药方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36 例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ijunzi decoction plus Tongxie prescription on treating
36 cases of IBS of diarrhea type
牛胜利
（河南省鹤壁市中医院，河南
＋

中图分类号：R32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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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79-02

鹤壁，458030）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四君子汤合痛泻药方在临床上用于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疗效。方法：将 66 例患者分成两组，
其中治疗组 36 例，服用四君子汤合痛泻药方治疗；对照组 30 例，服用思密达和思连康治疗。两组均治疗 6 周后观察各组的疗
效。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4.40%，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80.80%，治疗组的临床疗效要明显优于对照组（x2＝4.3914，
P<0.05）。结论：四君子汤合痛泻药方用于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显著，复发率低，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四君子汤；痛泻药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ijunzi decoction plus Tongxie prescription o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of diarrhea type. Methods: 6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Dioctahedral smectite and Bifidobacterium tetravaccine tablets,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Sijunzi
decoction plus Tongxie prescrip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94.40% and 80.80%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x2 ＝ 4.3914, P<0.05). Conclusion: The Sijunzi decoction plus Tongxie prescrip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IBS of diarrhea typ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ijunzi decoction; Tongxie prescription; Diarrhea type; IB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47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临床上

①排便频率异常（3 次/d 或以上）；②便意窘迫；③黏液便；

最为常见的一种肠道功能障碍性疾病，该病以长期或反复发作

④有排便不尽感；⑤腹部膨胀感或腹胀。经临床检测（钡剂

的腹痛、腹胀、伴排便习惯以及大便性状异常为主要临床症状，

灌肠检查或电子结肠镜检）排除肠道器质性病变及其他消化

且经常伴有焦虑、心悸、失眠等精神神经症状 。由于该病缺

系统器质性病变。所有患者均符合以上标准。

乏细菌学、形态学或生化学异常等指标，目前还没有针对该病

1.3 治疗方法

[1]

治疗组给予四君子汤合痛泻药方进行治疗。组方为：炒

疗效确切的药物，西医现多以对症治疗的方法为主，但其疗效
不甚理想，且复发率较高。近年来，中医治疗该病取得了较好

白芍 15g，炒陈皮 10g，炒白术 15g，防风 10g，党参 20g，茯

的疗效，笔者采用四君子汤合痛泻药方的方法治疗腹泻型肠易

苓 10g，山药 10g，薏苡仁 10g，甘草 10g。久泻不止者加炒

激综合征 36 例，疗效较为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6 例病例均为我院收治的门诊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
组 36 例，男 19 例，女 17 例；年龄 22～62 岁，平均（32.2±
11.6）岁；病程最短者 5 个月，最长者 16 年，平均 3.2 年。对
照组 30 例，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22～64 岁，平均（31.8±
12.0）岁；病程最短者 6 个月，最长者 15 年，平均（3.6±1.2）
年。两组患者资料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升麻 15g；腹胀者加木香 15g，香附 10g，佛手 10g；腹痛甚
者加元胡 10g，穿楝子 10g；失眠烦躁者加合欢皮 25g，远志
10g，夜交藤 25g。1 剂/d，水煎服，早晚温服。对照组给予
思密达 3g/次，3 次 d；思连康 3 片/次，3 次/d。两组均连续
服药 6 周，停药 2 周后观察治疗效果。
1.4 疗效标准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来判定治疗效果。
痊愈：大便次数正常，1～2 次/d，成形规律，且腹胀、腹痛消
失；显效：大便次数减少一半以上，不成形，腹胀、腹痛有所
减轻；无效：大便次数，大便性状以及腹胀、腹痛等主要临床
症状没有明显变化。

（P>0.05）。
1.2 诊断标准
依据罗马 II 标准[2]，在前 12 个月当中，有 12 周的时间发
生腹痛或者腹部不适的（发作可以是非连续性的），在排便后
症状有所缓解，大便稀溏或呈水样便，且伴或不伴有下列症状：

2

治疗结果
66 例患者治疗 6 周后，治疗组的临床疗效要明显优于对照

组（x2＝4.3914，P<0.05）
，见表 1。
（下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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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配合深部热疗治疗慢性盆腔炎 8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0 cases of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in TCM enteroclyster plus deep-part thermotherapy
申素峰 冯秋霞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7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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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灌肠加深部热疗对慢性盆腔炎的治疗效果。方法：对我院收治的 156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随机分为
中药灌肠组和中药灌肠加深部热疗组。结果：中药灌肠加深部热疗组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单纯中药灌肠组，P<0.05 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中药灌肠加深部热疗对慢性盆腔炎治疗效果良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中药灌肠；深部热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enteroclyster combined with deep-part thermotherapy i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Methods: 15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CM enteroclyster group and TCM
enteroclyster plus deep-part thermotherapy group.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CM enteroclyster plus deep-part thermotherap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TCM enteroclyster group. Conclusion: TCM enteroclyster plus deep-part thermo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enteroclyster; Thermotherapy in the deep par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48
慢性盆腔炎为急性盆腔炎未能有效彻底治疗或患者体质

乳香 10g，没药 10g，三棱 10g，莪术 10g，土茯苓 10g，赤芍

较差，病程迁延所致，但亦可无急性盆腔炎病史，有如沙眼

15g，丹参 15g，甘草 12g。以上药物用冷水浸泡 30min 后，大

衣原体、支原体感染所致。慢性盆腔炎病情较顽固，当机体

火加热至水沸腾，改小火慢熬煎约 30min，取药汁约 200ml，

抵抗力降低时，可能会出现急性发作，患者主要表现为下腹

水温在 37℃～40℃时，经肛门给予保留灌肠，肛管插入深度为

部坠胀、疼痛及腰骶部酸痛，常在劳累、性交及月经前后加

15～20cm，药液以 6～8ml/分的速度慢慢流入，并保留 6～8h，

剧。据文献报道约有 20%的急性盆腔炎治疗后遗留有慢性盆

1 次/d，连续治疗 10 次为 1 个疗程，每月 1 个疗程，同时加服

腔痛[1]，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痛苦，我院自 2010 年 6 月～2012

妇科千金胶囊，2 粒/次，3 次/d，连续应用 3 个疗程，进行疗

年 6 月，对所收治的 156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随机分为中药

效评价。

及中药加深部热疗两组进行治疗观察，疗效满意，现总结报

1.2.2 中药加深部热疗组
中药灌肠组方及口服药同上，同时加用深部热疗（热疗采

道如下。
1

一般资料

1.1 资料与方法
我院自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共收治慢性盆腔炎患

用吉林长春迈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NRL 系列内生场热
疗系统，型号为 NRL-004 型）
，45min/次，每周 2 次，连续 6～
8 次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结束后进行疗效评价。
1.2.3 疗效评价

者 156 例，均为女性，年龄 32～56 岁，平均（40.16±3.18）

两组患者均按计划规定的时间进行疗效评价，所有临床症

岁，病程 2～7 年，平均（4.50±2.12）岁，其中由药物流产

状消失为治愈，临床症状部分消失或减轻为有效，临床症状无

后引发者 56 例，由人工流产术后引发者 24 例，由不洁性生

变化或加重为无效。治愈和有效均为临床获益，对两组患者临

活史后引发者 40 例，各种阴道炎及支原体、衣原体感染引

床获益情况进行比较，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发的盆腔炎 36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中药组 76 例，
平均年龄（33.13±3.30）岁，平均病程（4.50±2.20）岁，中
药加深部热疗组 80 例，平均年龄（32.25±3.95）岁，平均病
程（4.90±3.06）岁，两组患者年龄、临床症状及病程相比较
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2

结

果

表 1 两组疗效评价及比较情况 [n（%）]
组别

治愈

有效

无效

P值
P<0.05

中药组

28（36.8）

30（39.5）

18（23.7）

1.2 方法

中药加深部热疗组

52（65.0）

28（35.0）

0（0.0）

1.2.1 单纯中药组

注：中药灌肠加深部热疗组临床获益率明显好于单纯中药组，两组均未出

组方：红藤 30g，蒲公英 30g，败酱草 20g，生薏苡仁 30g，

现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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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治疗男性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症，应用温热疗法取

慢性盆腔炎以湿热体质较多，中药治疗原则以清热利湿，
活血化瘀为主，应用保留灌肠方式给药，使药物有效成分通过
肠壁渗透进入盆腔直达病灶作用于盆腔靶器官[2]，中药以红藤
为主药，既有清热解毒之功，又有活血化瘀作用，辅以败酱草、
生薏苡仁及蒲公英，清热利湿，不仅有抗菌消炎作用，并能增
强白细胞的吞噬能力，三棱、莪术化於散结，甘草调和诸药，
尽管中药有如此多的作用，但由于慢性盆腔炎患者一般病程较
长，病情反复发作，逐渐加重，特别是有些患者炎症严重，盆
腔出现较为广泛的增生粘连，子宫、韧带及附件粘连固定等，
临床上出现较为严重的盆腔炎症状，仅靠中药治疗疗效较差，
且显效较慢。
深部热疗是一种物理疗法，我们采用 NRL-004 型内生场热
疗机，通过两组不同相位、不同频率的高频电极产生的内生场
作用于人体，使人体内的离子运动和偶极子旋转运动产生热，
可以使病灶部位血液循环加速、血液流量增加，改善组织的营
养状态，提高新陈代谢水平，促进炎症受损组织再生和修复，

得了较好的效果[3]。近年来，我们治疗慢性盆腔炎在中药保留
灌肠的基础上，加用深部热疗取得多了较为明显的疗效，且未
见有毒副作用的增加。我们在应用中药的基础上加用深部热疗
后，使慢性盆腔炎的治愈率提高了 28.2%，总体有效率由 76.3%
提高到 100%，使广大的妇女免受妇科炎症的困扰，不仅减少
由于长期慢性炎症导致的夫妻关系紧张、家庭矛盾加剧；也对
预防妇科恶性肿瘤的产生起到了积极作用。中药灌肠加深部热
疗联合治疗慢性盆腔炎值得在临床上积极推广。
参考文献：
[1] Rees E. The treatment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Am J Obstet Cynecol.
1980,138(7):1042-1047
[2]李培,杨清,陈艾.中药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疗效观察:附 128 例病例
报告[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7(4):15
[3] Krhen I, Skerk V, Schönwald S, et al. Classifica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ostatitis syndrome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提高局部组织的抗炎能力，利于各种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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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6

13

21

2

94.44

30

6

17

7

76.67

对照组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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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S 是临床上患病率较高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目前其发
病机理还不清楚，在治疗上西医主要采用对症治疗，多选用止
泻剂、解痉剂、抗菌剂、抗抑郁剂及促动力剂等。该病病程长、
多反复发作甚至有些长期持续不愈，故临床上常将其错误的诊
断为慢性结肠炎而给予抗生素治疗，这势必破坏患者肠道的微
生态平衡，导致肠道菌群紊乱[4]。本病病情极易反复发作，缠
绵难愈，严重影响着病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多属于中医“腹痛”
、
“泄泻”的范畴，
中医认为该病的病因与内伤七情、外感六淫和脾胃虚弱有关。
《景岳全书•泄泻》曰：
“凡遇怒气变作泄泻者，必先以怒时挟

薏苡仁功能健脾除湿止泻，全方共奏泻肝木、补脾土、调气机、
袪湿邪之功，既补虚又祛邪，标本兼顾。本组资料显示，治疗
组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可见四君子汤合痛
泻药方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疗效好，且复发率低，对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述所述，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采用四君子汤合痛泻
药方治疗的效果显著，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贾方圆,李学良.肠易激综合征发病机制的临床研究[J].胃肠病学,2011,

食，致伤脾胃，故但有所犯，即随触而发，此肝脾二脏之病也，
盖以肝木克土，脾气受伤而然。”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湿

11(16):686

盛则濡泄。”《医方集解》曰：“泻责之于脾，痛责之于肝，肝
责之实，脾责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泻。
”中医认为 IBS 的

2003,23(7):427

[2]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肠易激综合征诊治共识意见[J].中华消化杂志,
[3]韩艳.痛泻要方和四君子汤加味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症 56 例[J].中医临

病机主要与脾失健运和肝失疏泄有关 。当肝的疏泄功能、脾
胃的运化和升清降浊功能失调时，均可以导致 IBS 的发生。由

床研究,2012,4(16):87

各种原因导致肝失疏泄，致使肝郁乘脾，肝脾不调，脾失健运，
导致水湿不化则泄泻；肝失疏泄，导致肝气郁结则腹胀腹痛。

医基础医学杂志,2012,18(8):878

服用四君子汤合痛泻药方以健脾止泻、舒肝止痛。方中白芍味
酸性寒、除湿止泻；白术辛甘性温、燥湿健脾；白芍与白术同

医药指南,2011,9(35):173-174

[5]

用，能养肝健脾、肝脾并补；陈皮辛苦性温，理气健脾；防风

[4]李春颖.痛泻药方合参苓白术散加减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J].中国中

[5]刘齐林,张静术.四君子汤合四神丸加减治疗慢性泄泻的临床观察[J].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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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阴疏肝化痰祛瘀法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Hyperthyroidism by the Yangyin
Shugan Huatan Quyu method
邹先明 黄 琴（指导）
（贵阳中医学院 2010 级研究生，贵州 贵阳，550002）
中图分类号：R5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82-02
证型：DGB
【摘 要】 甲亢多属于中医“瘿证”范畴，壮年女性发病率较高，其形成原因多与肝郁气结，痰瘀凝滞有关。吾师以养阴疏
肝化痰祛瘀法组建方药加减治疗，收效良好。
【关键词】 养阴疏肝化痰祛瘀；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体会
【Abstract】 Hyperthyroidism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TCM goiter symptom, which has a high incidence rate in young women. It is
connected with Ganyu Qijie and Tanyu Ningzhi. Professor HUANG Qin applies Yangyin Shugan Huatan Quyu method for prescription and
achieves a reasonable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 Yangyin Shugan Huatan Quyu method; Hyperthyroidism;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49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Hyperthyroidism，简称甲亢）
，是甲状
腺分泌甲状腺素过多所引起的内分泌病。随着社会进步，学习
及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加，本病的发病率呈日渐上升之势，其中
尤以青壮年女性为多。传统中医对本病的治疗具有一定特色。
笔者随导师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07 月在贵阳中医学院第一

素体阴虚偏多，若情志不遂，肝气不舒，化火伤阴，炼液成痰，
则渐成瘿瘤。故“瘿证”多发于青壮年女性。
2

2.1 诊断标准
根据《临床内泌学》[1]。症状：怕热，多汗，乏力，心悸，

附属医院专家门诊临证，应用养阴疏肝、化痰祛瘀法治疗，取
得满意疗效。为此学生有所体会，欲就正于同道。
1

病因及病机

1.1 现代医学
对本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一般认为本病多
系长期的精神创伤或强烈的精神刺激等诱发，并与遗传、感染

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价

烦躁，手抖，食欲亢进，大便次数增多，体重减轻，月经紊乱；
体征：心动过速，心音增强，脉压差增大，甲状腺弥漫性肿大，
可有细小震颤及血管杂音，手震颤，皮肤潮湿，或伴突眼。实
验室检查：TT4、TT3 或 FT4、FT3 不同程度升高，TSH 水平
正常或降低；B 超或核素扫描显示甲状腺肿大，排除肿瘤。
2.2 疗效评价

等多种因素有关，属于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2] 。临床控制：症

认识有以下几方面：精神因素：长期的忧虑、惊恐、紧张或强

状消失，体重增加，脉率正常，甲状腺区震颤及血管杂音消

烈的精神刺激，使免疫功能出现紊乱，引起肾上皮质激素及交

失，甲状腺肿及突眼征减轻，各项实验室检查项目恢复正常。

感神经异常，渐而引发本病；系自身免疫疾病。在病人血清中

显效：主要症状消失，体重接近发病前状态，脉率正常，心

可检出甲状腺特异性抗体、TSH 受体抗体，包括甲状腺刺激抗

律改善，甲状腺区震颤及血管杂音消失，甲状腺肿减轻度，

体（TSAb）和甲状腺刺激阻断抗体（TSBAb）
。而 TSAb 与 TSH

突眼征下降 1 级，相关理化检查基本正常；有效：症状好转，

受体结合，激活腺苷酸环化酶信号系统，导致甲状腺细胞增生

体重增加，脉率减慢，甲状腺区震颤及血管杂音消失，相关

和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增加，导致甲亢。遗传因素：Graves

的理化检查有所改善；无效：症状、体征、相关的理化检查

病的发生存在一定遗传因素，临床上除了家族 GD 外，还可见

均无改善。

到患者及其家属同时或先后发生本病。感染因素：近几年发现
细菌、病毒可通过感染因子的作用而引发本病。
1.2 祖国医学
本病多属于祖国医学“瘿证”范畴。有关瘿的形成，历代

3

典型病案
患者甲，女，16 岁，学生，患者自诉近半年来由于学习压

力过大，常出现心悸，急躁易怒，面红，怕热，月经提前且量

医家大都认为与情志因素密切相关。
《诸病源侯论》说：
“瘿者，

多，夜间汗出，易饥能食，大便秘结，小便正常。甲状腺可触

忧患气结所生”
。
《外科正宗》有“人生瘿瘤……乃五脏瘀血浊

及中度肿大，质软光滑，无压痛。舌质红，苔腻，脉弦。实验

气痰滞而成”的论述。长期喜怒不节，可致肝失条达，气机阻

检查显示：总甲状腺素 224.02nmol/L，游离三碘甲状腺氨酸

滞，血行不畅；同时肝气不疏，横逆犯脾，脾胃失司，脾失健

14.90pmol/L ， 游 离 甲 状 腺 素 28.70pmol/L ， 促 甲 状 腺 素

运，津聚为痰，日久痰滞瘀血交结，壅结于颈前遂成瘿瘤；凝

1.60mIU/L。

结于眼部而成目突；痰气郁结，日久化火伤阴，故现心烦不寐、

辨证：阴虚肝郁，痰瘀交阻，治疗宜养阴疏肝，化痰祛瘀，

口干口涩等症。由于女子有经、带、胎、产、孕的生理特点，

自拟验方：香附 12g，郁金 12g，当归 15g，白芍 15g，鳖甲 15g

在发育期、怀孕期、哺乳期或产后，均易耗伤肝经阴血，导致

（下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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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健脾化痰加阿托伐他汀钙治疗脑梗塞并
高血脂的疗效
Efficacy of the Jianpi Huatan method plus atorvastatin calcium on treating
cerbral infarction and hyperlipemia
简晓勤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医院，江西 新余，338000）
中图分类号：R74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83-02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本院主要针对中医健脾化痰法加西药阿托伐他汀钙片口服治疗进行相应的分析。方法：主要针对 2010～
2012 年到本院进行脑梗塞并高血脂的 50 例患者进行相应的分组治疗，随机抽取其中的 25 例患者，运用的治疗方法是健脾化痰加
阿托伐他汀钙的治疗，将剩下的 25 例患者分到对照组，所运用的治疗方法是单纯性服用阿托伐他汀钙片的服用。两组患者的治疗
周期均为 8 周，治疗后分别对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变化进行比较。
结果：实验组的相应症状明显优于对照组的治疗效果。结论：运用健脾化痰配合阿托伐他汀钙可以更好的治疗脑梗塞并高血脂，
所以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健脾化痰；阿托伐他汀钙；脑梗塞；高血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Jianpi Huatan method plus atorvastatin calcium on treating cerbral
infarction with hyperlipemia. Methods: 50 patients collected from 2010 to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5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nly atorvastatin calcium,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Jianpi Huatan method more. After 8 weeks,
the contents of TC, HDL-C, LDL-C and TG in the serum in both groups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symptoms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much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Jianpi Huatan method plus atorvastatin calcium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cerbral infarction with hyperlipemia,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Jianpi Huatan method; Atorvastatin calcium; Cerbral infarction; Hyperlipem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0
在临床上，高血脂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冠心病，所以
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好相应的治疗方法，在实际的治疗
过程中，治疗脑梗塞并高血脂的药物有很多，本院主要针对中
医健脾化痰法加西药阿托伐他汀钙片口服治疗，效果很好，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主要针对 2010～2012 年到本院的 50 例脑梗塞并高血
脂患者进行相应的分组治疗，随机抽取其中的 25 例患者，
运用的治疗方法是健脾化痰加阿托伐他汀钙的治疗，将剩
下的 25 例患者分到对照组，所运用的治疗方法是单纯性服
用阿托伐他汀钙片。两组患者的治疗周期均为 8 周，治疗
后分别对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变化进行比较。在进
行治疗的 50 例患者中，都根据相应的诊断标准进行检查，
均符合病症，其中有男性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22 例，他
们的年龄段在 56～78 岁之间，在实际的对比治疗过程中，
年龄，性别以及相应的症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所以具有
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实验组和对照组都在晚餐的时候服用阿托伐他汀钙片，剂

量为 10mg，于此同时，实验组进行健脾化痰的治疗，主要运
用中药的治疗方法，
主要的中药治疗药物为黄芪 20g，
茯苓 30g，
陈皮 10g，山楂 15g，红花 10g，党参 20g，泽泻 20g，地龙 10g，
杏仁 10g，莱菔子 10g，服用的剂量是 100ml/d，主要是在饭后
进行服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疗效均为 8 周。
1.3 疗效观察指标
血脂：两组患者均在治疗之后观察患者的血脂情况。显效
治疗：显效治疗主要是指患者达到相应的指标。有效治疗：有
效治疗指的是患者达到相应的指标。无效治疗：无效治疗指的
是患者没有达到相应的指标。安全性观察：主要是指患者在治
疗前以及治疗后血常规、尿常规以及心电图和肝肾功能的变
化，最后就是服药后的相应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主要采用的治疗方法为 SPSS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比较主要运用 t 检验的方法。
2

结

果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后期比较
组别

显效治疗

有效治疗

无效治疗

有效率（%）

治疗组

13

10

2

92

对照组

8

12

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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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中医症候积分的比较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3

讨

头昏眩晕

身重困倦

胸闷心悸

腹胀纳呆

治疗前

3.95±1.83

2.85±0.95

1.95±0.95

3.25±1.22

治疗后

2.05±0.83

1.07±0.61

1.05±0.55

2.01±1.57

治疗前

3.84±1.63

2.07±0.85

2.07±0.83

3.03±1.06

治疗后

3.13±0.82

1.85±0.65

1.83±0.65

2.63±0.06

论

针对治疗脑梗塞并高血脂的方法中，运用合理的药物治疗

[2]Shepherd J. A prospective study of pravastatin in the elderly at risk: new
hope for older persons . Am J Geriatr Cardiol.2004.13(Suppl1):S17-S24

可以帮助患者尽早的脱离病痛的折磨，本院主要针对中医健脾

[3]Heart Protection Study Collaborative Group. MRC/BHF Heart Protection

化痰法加西药阿托伐他汀钙片口服治疗，经过实际的临床比

Study of cholesterol lowering with simvastatin in 20, 536 high-risk individuals:

较，获得了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所以值得推广应用。

a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Lancet, The, 2002,360 (9326):7-22
[4]李星阳,谢光洪,黄小芬,等.阿托伐他汀钙片联合氯吡咯雷治疗急性冠脉综

参考文献：
[1]S. D? ser, W. M? rz, M.-F. Reinecke, P. Ringleb, A. Schultz, P. Schwandt, H.
J. Becker, G. B?nner, M. Buerke, H. C. Diener, H. Gohlke, U. Keil, E. B.

合征疗效观察[J].中国误诊学杂志,2010(24)
[5]林晓云,慕文会,梁卓莹.他汀类药物不耐受高脂血症患者应用清痰降脂饮
的临床疗效观察[J].内蒙古中医药,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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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丹参饮治疗贲门失弛缓症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megalo-esophagus with
modified Danshen drink
梁绍坤 孙林波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医院，河南 漯河，462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84-02
中图分类号：R322.4+4
【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丹参饮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治
疗组用加味丹参饮治疗，对照组西药常规治疗，疗程为 4 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与对照组相比有
显著差异（P<0.05）
。结论：加味丹参饮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疗效优于西药常规治疗的对照组。
【关键词】 贲门失弛缓症；中医药疗法；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Danshen drink on megalo-esophagus.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Danshen drink.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both groups were observed after 4 weeks.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in both groups (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Danshen drink had better effect on
megalo-esophagus than modern medicine.
【Keywords】 Megalo-esophagus; TCM therapy;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1
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原因不明的以下食管括约肌松弛障

25 例。治疗组 30 例，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19～40

碍和食管体部无蠕动为主要特征的原发性食管动力紊乱性疾

岁，平均 31.2 岁。对照组 25 例，男性 14 例，女性 11 例；年

病[1]。临床常见症状为：吞咽困难、食物反流以及下段胸骨后

龄 20～42 岁，平均 32 岁。两组病例均有典型临床表现，均经

不适或疼痛，可伴有体重减轻甚至营养不良，而且还会导致情

X 线钡餐检查而确诊。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绪改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在临床中用加味丹参

具有可比性。

饮辨证治疗本病，效果显著。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莫沙必利片 5mg，3 次/d，餐前口服；安定 5mg，

55 例患者为 2002 年 10 月～2012 年 3 月我院门诊病例，

每日睡前服；硝苯吡啶 10mg，3 次/d，口服。4 周为 1 个疗程。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或对照组，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治疗组予加味丹参饮：处方：丹参 30g，檀香 6g，砂仁 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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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白芍 30g，甘草 15g，乌梅 10g，三棱 10g，文术 10g，郁金

解，随访半年以上无复发。②好转：临床症状明显减轻，食道

18g，厚朴 15g，白僵蚕 15g，薤白 10g，桂枝 6g，生白术 20g，

钡透提示贲门部梗阻征象有改善，半年内有复发。③无效：临

太子参 30g。4 周为 1 个疗程。

床症状无改善或稍有改善，食道钡透提示贲门部梗阻征象无改

3

结

变。

果

3.2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见表 1。

①治愈：临床症状消失，食道钡透提示贲门部梗阻征象缓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21

6

3

90.00

对照组

25

12

5

8

68.00

2

注：两组治疗效果经 x 检验，（P<0.05）
，有显著性差异，说明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37 岁，患者近 20 年来经常出现发作性进食

时噎塞感，每 2～3d 发作 1 次，严重时服用 654-2 片才能缓解，
每进食稍干的食物需伴饮汤水始能咽下。X 线钡餐检查：食管
下端呈鸟嘴样狭窄逆蠕动频繁，但钡剂仍能呈线状断续通过，
粘膜无明显中断。诊断：食管下端（贲门部）失弛缓症。初诊
症情主诉如前，伴恶寒怕冷，有气上冲咽部的感觉，舌质暗红，
苔薄白，脉沉涩。处方：丹参 30g，檀香 6g，砂仁 6g，炒白芍
30g，甘草 15g，乌梅 10g，三棱 10g，文术 10g，郁金 18g，厚
朴 15g，白僵蚕 15g，薤白 10g，桂枝 6g，生白术 20g，太子参
30g。7 付日 1 付水煎服。二诊，吞咽噎塞症状发作较前减少，
1 周 1 次，怕冷症状减轻。7 付，1 付/d，水煎服。三诊：气冲
咽部的感觉消失。上方 14 付水煎服。四诊噎塞症状基本消失，
X 线钡餐检查：食管下端狭窄消失，粘膜无中断，钡剂通过正
常。半年后随访，症状未再出现，病人痊愈。
5

讨

论

贲门失弛缓症是食管功能障碍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一般
多发于 30～50 岁之间的青壮年患者，男女发病基本相等。其
发病的机理尚不十分明确，大多认为因机械因素所致食管扩
张、受压、肌肉弛缓、食管下段纤维化而成，吞咽时食管下段

括约肌不能松弛。本病中医属于“噎嗝”范畴，
《医宗必读•反
胃噎膈》云：“大抵气血亏损，复因悲怒忧思，则脾胃受伤，
血液渐耗，郁气生痰，痰则塞而不通，气则上而不下，妨碍通
路，饮食难进，噎膈所由成也。”说明本病主要与忧思郁怒、
酒食所伤、水土因素、先天禀赋有关。病位在食管，属胃气所
主，与肝脾有关，基本病机为气、痰、瘀交结食管，胃失和降。
故治疗上主要以理气解郁、活血化痰、健脾和胃为主。此类病
人一般病程较长，体质较差，故治则为活瘀理气散结，温中健
脾补虚为主。方中丹参活血祛瘀，与行气宽中的檀香、砂仁同
用，共达活瘀理气之功；白芍、甘草、乌梅养阴柔肝，生津缓
急；三棱、文术破瘀散结；郁金、厚朴解郁行气；白僵蚕化痰
散结；薤白、桂枝温中宽胸；太子参、生白术补气健脾。诸药
共奏活血行气散结，温中健脾补虚之功。
参考文献：
[1]余建林,崔俊,李立平.内镜下气囊扩张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中远期疗效[J].
中国内镜杂志,2001,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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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煎），龟板 15g（先煎），牡蛎 15g（先煎），玄参 18g，夏

皮、蒲公英、连翘清肝泻火；丹皮、丹参活血；法夏、大贝化

枯草 10g，茯苓 15g，蒲公英 15g，连翘 15g，法夏 10g，大贝

痰散结；茯苓健脾安神。共凑养阴疏肝、化痰祛瘀之功。随证

12g，丹皮 12g，丹参 15g。以上药物水煮，取汁 300ml，1 剂/d，

灵活化裁。

饭后分 3 次服用。服药 6 剂，烦躁、心悸有所好转。继予前方

由于情志因素在甲亢的发病中至关重要，故临证除予以中

随证加减进治，连服 5 个月后，症状与体征均消失。实验室

药内服治疗外，还应疏导患者：保持心情舒畅，消除精神紧张、

检 测 ： 总 甲 状 腺 素 104.3nmol/L ， 游 离 三 碘 甲 状 腺 氨 酸

忧虑等，可使甲亢的治疗疗效得到有效提高。

3.50pmol/L ， 游 离 甲 状 腺 素 13.75pmol/L ， 促 甲 状 腺 素
1.96mIU/L。
4

体

会

甲亢病程较长，长期服用西药易产生明显的毒副作用，中

此外，因甲亢患者多属素体阴虚，故尚需嘱咐患者禁忌进
食辛辣食物、禁忌饮酒等。
参考文献：
[1]朱宪彝.临床内分泌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53

医辨证治疗可以有效避免西药的毒副作用。吾师临证主要从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中医

气、痰、瘀几方面着手。案中以香附、郁金等疏肝解郁；玄参、

药出版社,1995:204

当归、白芍等养阴；鳖甲、龟板、牡蛎软结散结；夏枯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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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的远期疗效观察
Long-time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cute simple appendic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郝宗启
（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山东
中图分类号：R656.8

青岛，266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86-01

证型：IDBG

【摘 要】 自 2004 年 6 月～2007 年 6 月，作者运用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治疗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73 例，与西医治疗急性
单纯性阑尾炎病人 72 例比较，随访四年，以观察复发情况，疗效满意，报告如下。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疗效观察
【Abstract】 73 cases of acute uncomplicated appendicitis were treate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non-surgical therapy from June
2004 to June 2007, compared the efficacy with 72 cases of acute uncomplicated appendicitis patients who received modern medicine, the
recurrence in following four years, the efficacy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great,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was reported as follows.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Acute simple appendicitis;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2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3

讨

论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是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其治疗首选保

本人将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病人随机分为两组，中西医结合

守疗法，疗效确切已被大家所公认，但怎样降低其高复发率是

组称为中西组，西医治疗组称为对照组，中西组 73 例，男 48

外科医生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课题。通过本组观察结果表明，中

例，女 25 例，年龄 14～81 岁，平均年龄 36.56 岁；对照组 72

西组复发率较对照组有显著差异。认为当阑尾症状，体征消失

例，男 46 例，女 26 例，平均年龄 35.32 岁。首诊时间，中西

后，其病理改变并不一定消除[1]。而阑尾解毒汤具有理气、活

组 1～3d 者 66 例，3～7d 者 7 例；对照组 1～3d 者 64 例，3～

血、化瘀、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使阑尾炎性病理改变加快或

7d 者 8 例。

完全恢复，而炎性病理改变恢复的快慢与程度，与复发有直接

1.2 诊断标准

关系。阑尾炎在祖国医学属“肠痈”范畴。现代医学认为，阑

①转移性右下腹痛，无发热；②右下腹麦氏点压痛、反跳

尾属胃肠道的一部分，具有蠕动功能，阑尾腔的梗阻是引起阑

痛均阳性；③化验血常规 WBC>10000 个/mm3；④既往无阑尾

尾炎的最重要的原因[2]。梗阻使阑尾腔内压力增高，影响血运

炎病史。

更加重阑尾炎症。大黄，芒硝具有通里攻下，促进肠蠕动，排

1.3 治疗方法

空作用，以排除阑尾腔内异物减轻压力，红藤，丹皮活血化瘀，

两组均给于头孢哌酮 4g 或头孢唑啉钠 4g，
甲硝唑 250ml，
静脉滴注，1 次/d，至症状、体征消失后停药，
；中西组在上述
治疗的同时服用阑尾解毒汤，停药后继续服用 7d，1 剂/d，而
对照组改服头孢氨苄片 0.5g，3 次/d，7 d 停药。方药：大黄、
芒硝、元胡、川楝子、地丁、丹皮、红藤、败酱草。
1.4 近期疗效
治愈标准：
症状、
体征消失，
化验血常规 WBC<10000 个/mm3

地丁，败酱草清热消肿，配以元胡，川楝子理气使阑尾炎性吸
收，均利于炎性病理的恢复。
近期疗效两组无明显差异，考虑阑尾炎的症状体征主要由
细菌感染所致，故对抗生素较敏感。
对非手术疗法中转手术，作者认为经非手术治疗 12～24h
后，症状体征无明显减轻，出现发热者，考虑有不可逆因素存
在，应中转手术治疗。本组手术 3 例，术中见阑尾较长，或内

为治愈。中西组 3～7d，治愈 72 例（98.63%）
，中转手术 1 例。

有较大而硬的粪石。作者对其他类型阑尾炎已放宽或已作为手

对照组 3～8d，治愈 70 例（97.22%）
，中转手术 2 例。经卡方

术指征，在此不再赘述。

检验，两组近期治愈率无显著差异 P>0.05。
2

远期疗效观察
中西组受访 69 例，随访率 95.83%，复发 2 例，2.9%；对

照组随访 66 例，随访率 94.28%，复发 11 例，16.67%。经卡
方检验，两组有显著差异 P<0.01。

参考文献：
[1]吴昌仁,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阑尾炎 712 例远期疗效观察[J].中西医结
合杂志,1983,3(6):348
[2]周俊元.外科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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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门冬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ough variant asthma with
the ophiopogon decoction
冯 莎 李 慧
（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四川 成都，61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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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麦门冬汤出自《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具有清润肺胃，降逆下气之功，对于阴虚肺燥型咳
嗽变异性哮喘具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麦门冬汤；咳嗽变异性哮喘
【Abstract】 The ophiopogon decoction comes from the seventh synopsis of JinKui Yaolue. This prescription have the efficacy of
moisten lung and fallen the gas. It has a good efficacy for cough variant asthma caused by Yin deficiency and lung dryness.
【Keywords】 Ophiopogon decoction; Cough variant asthm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3
咳嗽变异性哮喘又称为过敏性哮喘、隐匿性哮喘、咳嗽性

干咽痒等咽喉不利等症均可。

哮喘。它是以慢性咳嗽为唯一表现的特殊类型的哮喘，其多发

该方由麦门冬、半夏、人参、甘草、粳米、大枣组成。方

于秋冬季，常表现为刺激性剧烈干咳，有气道高反应。由于本

中重用麦门冬为君药，在于润肺养胃，清虚火；以半夏为臣降

病的唯一症状就是慢性咳嗽，缺乏典型的喘息、气促等哮喘的

逆化痰，其性虽燥，但与大量麦门冬配伍，则燥性减而降逆之

典型症状，无明显肺部阳性体征，常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反复

性存，独取其善降肺胃逆气，且又使麦门冬滋阴润燥而不腻，

上呼吸道感染，临床使用抗生素无效，支气管扩张剂治疗有效，

两药配伍，相反相成；佐以人参补中益气，与麦门冬配伍，大

但停药后易复发。其发病机制是由于气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使

有补气生津之功；大枣、粳米、甘草补脾益胃，使中气健运，

支气管平滑肌痉挛，气道黏膜水肿、分泌物增多，迷走神经亢

则津液自能上输于肺，则胃得其养，肺得其润，即培土生金之

奋，对各种刺激反应性增高而引发。感冒、冷空气、烟尘等容

意。正如喻嘉言曰：“凡肺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即死。胃气

易诱发或加重咳嗽。属于中医“咳嗽”
、
“风咳”的范畴。麦门

者，肺之母气也。”胃气充盛，则能生津养肺，肺自能将津液

冬汤对于多种呼吸系统感染所致咳嗽后期，久咳不愈，特别是

内洒陈于脏腑，外输布于皮毛。故此方重点在胃，而不在肺，

以阴虚为主者最为适宜。

以培土生金，有益于肺之气阴恢复。临床上以咳嗽，特别是久

1

病因病机

咳伤阴之干咳无痰，或痰少粘稠，咯痰不爽，咽干咽痒，舌红
少苔，脉虚数为特点的症状都可用此方治之。

中医认为，哮证宿根是痰，肺不布津，脾不运化，肾失蒸
化水液等均可使痰浊内生。而该病的发生多由感受外邪或感冒

3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37 岁，反复咳喘 7 余年，每年 7～10 月发病，

后引发，又过用或误用清热苦寒之品及大量抗生素，使得邪气
久留不去，日久化热，津液凝聚成痰，伏着于肺，故咳嗽久而

冷空气及异味刺激可诱发，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支气管扩张

不愈。久咳不愈首先伤肺，致肺气亏虚，肺气不足，邪气更易

剂如舒利迭吸入有效。本次因受凉后出现咳嗽不已，呈发作性

留积于内，邪正相搏，气道壅塞，又会导致久咳不止。脾能输

阵咳，咯少量白色粘痰，痰粘难咯，咽干咽痒，鼻痒流清涕，

布水谷津微，运化水湿，而肺虚日久则“子盗母气”，可致脾

自诉言语过多时出现气短，吸气困难，夜间憋醒，纳较差，舌

胃不足，脾虚失运，则水湿不化，日久酿湿生痰，上贮于肺，

质红苔薄黄欠润，脉沉细微数。辨证为：咳嗽气阴两虚型。方

肺失宣降而为病。而秋冬凉燥，肺喜润恶燥，若素体阴虚，再

用：麦门冬汤加减。用药：麦门冬 15g，法半夏 15g，生姜 3

受外邪，邪易从热化，伤津耗气，可见咳嗽不已，干咳无痰或

片，北沙参 15g，炙麻黄 10g，桑白皮 20g，枳壳 30g，青皮 20g，

痰少而粘，咽喉不利，舌红苔少，脉虚数等证。

紫苏子 15g，旋复花 20g，苦杏仁 15g，前胡 20g，辛夷 20g，

2

麦门冬汤源流

防风 15g，荆芥 15g，甘草 6g。共 7 剂，1 剂/d，水煎服。
上方 4 剂后患者咳嗽明显减轻，痰质变稀易咯，仍觉鼻痒

麦门冬汤出自《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

但已无清涕流出，无夜间憋醒，舌质红苔薄白，脉沉细。继续

七》
，原文曰：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

予前方化裁，加用南沙参补气以扶正。再服 7 剂后痊愈。本次

主之。”该方具有清润肺胃，降逆下气之功，为治疗虚热肺痿

发病未使用舒利迭等支气管扩张剂。

之主方。该方为热在上焦，肺胃津液耗损，虚火上炎之证而设。
对于津液耗伤，阴虚火旺，火气上炎，而导致的肺气上逆的咳
嗽不已，具有干咳无痰或痰少而粘，舌红少苔，脉细数以及咽

4

结

语

麦门冬汤为治疗肺胃阴伤，气机上逆的良方，临床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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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治疗多种肺系疾病，特别是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后咳嗽，急慢性

阴虚肺燥，肺脾气虚，故加用南沙参补气。主方始终用麦门冬

支气管炎，咳嗽变异性哮喘等久咳不愈属阴虚者有较好的疗

汤以滋养肺胃，降逆止咳，取其培土生金之功，故以该方加减

效。有研究表明麦门冬汤具有抗呼吸道炎症、镇咳、抑制呼吸

能治疗阴虚肺燥型咳嗽变异性哮喘。

道高敏性、促进黏液纤毛运动及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分泌以促进
呼吸道净化等作用[1]。上案患者多于秋季发病，秋燥易伤肺胃

参考文献：

阴分，故加用北沙参养阴润肺，益胃生津；又以三拗汤加枳壳、

[1]张保国,刘庆芳.经方麦门冬汤现代研究与临床运用[J].中成药,2011,33(4):

桑白皮宣肺止咳；以前胡、青皮、苏子、旋复花降气祛痰，谓

671-673

之治痰先治气，气升则痰升，气降则痰降；该病多为发作性阵

作者简介：

咳，来去皆快，与风邪相似，多伴有咽痒、鼻痒、流涕等过敏
症状，而诸风药多能抗过敏，故要祛风，以辛夷，防风，荆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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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疏风通窍。复诊时患者病情有所好转，然正气未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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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熏洗结合微波治疗外阴营养不良的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vulva dystrophy in TCM fumigation and wash
combined with microwave irradiation
朱 玲 薛建芳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山东 青岛，266500）
中图分类号：R3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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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熏洗结合微波治疗慢性外阴营养不良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40 例慢性外阴营养不良患者使用中
药熏洗外阴病变处，结合微波局部照射 20～30min，1 次 d，1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结果：治愈率为 37.5%，总有效
率 95%。结论：中药熏洗结合微波治疗慢性外阴营养不良疗效显著。
【关键词】 外阴营养不良；中药熏洗；微波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fumigation and wash combined with microwave irradiation on
treating vulva dystrophy. Methods: 40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CM fumigation and wash combined with microwave local irradiation.
Results: The cure rat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ere 37.5% and 9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CM fumigation and wash combined with
microwave irradia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vulva dystrophy.
【Keywords】 Vulva dystrophy; TCM fumigation and wash; Microwave irradi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4
外阴营养不良是一组女性外阴皮肤、粘膜营养障碍而致组织

20g，黄芪 20g，三棱 15g。

变性及色素改变的疾病，以外阴奇痒、破溃、剧痛、皮肤变化特

用法：先将诸药置于盆内，加凉水 3000ml，浸泡 1h，煮

征，为妇科疑难杂症之一，病程迁延，久治不愈，严重影响病人

沸后煎 30min，将药汁倒入洁净盆中，先熏蒸后浸泡外阴，早

的生活质量及家庭稳定。笔者自拟中药汤剂外用熏洗结合微波治

晚各 1 次，15～20min/次，经期不用。同时局部微波照射 20～

疗 40 例女性外阴营养不良患者，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30min，功率 20～30W，距外阴 8～10cm，1 次/d。1 个月为 1

1

病理来源与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所有病例来源于我院妇科门诊。入选病例条件：

具有外阴瘙痒、萎缩、皲裂、溃疡、外阴皮肤色素脱失或苔藓样
增生等症状及体征，经病理切片确诊为外阴营养不良。治疗前作
白带常规、血样检测，排除合并阴道炎、宫颈炎、糖尿病等。
2

治疗方法
中药熏洗剂组成：当归 20g，熟地 15g，何首乌 30g，补骨

脂 15g，苦参 15g，川椒 10g，大黄 10g，白鲜皮 15g，地肤子
15g，蛇床子 15g，土茯苓 15g，红藤 30g，败酱草 30g，党参

个疗程。治疗 2 个月，用药期间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3

疗效评定标准

3.1 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文献资料[1]拟定。治愈：症状完全消失，病变皮肤粘
膜弹性，颜色基本恢复正常；显效：症状基本消失，病变皮肤
粘膜弹性，颜色基本接近正常；有效：症状明显好转，病变皮
肤粘膜弹性，颜色明显改善；无效：症状及体征无变化。
3.2 治疗结果
通过研究表明，治愈 15 例，显效 18 例，有效 5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95%，治愈率为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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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有效浓缩，难以取得疗效。而结合微波外部照射，组织内

外阴营养不良是女性外阴皮肤黏膜组织发生变形及色素
改变的慢性疾病，以外阴奇痒为特征，治疗困难，易复发，给
广大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外阴局部组织
硬化可能是因为结缔组织中的神经营养失调致使覆盖其表面
的上皮细胞发生病变。真皮中存在某种使局部结缔组织增生和
促进该处表皮组织代谢的刺激物；而表皮中则有一种能抑制细
胞分裂与生长的组织特异性蛋白质，称为抑素，如果两者的平
衡遭到破坏，则会发生表皮或真皮的病变。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本病的研究尚无突破性进展，就病因而
言，可能与免疫功能缺陷、性激素受体异常、人表皮生长因子、
自由基等因素有关[2-4]，但无最后定论。治疗方面以激素、冷冻、
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5]。
祖国医学将此病归属“阴痒、阴疮”的范畴，辨证多为脾
肾两虚、湿热内蕴下注、灼伤津液、筋脉失养所致[6]。方中熟
地、何首乌、补骨脂、黄芪、党参，温脾补肾助阳；当归、三
棱、大黄，活血祛瘀生新；白鲜皮、地肤子、蛇床子、土茯苓、
红藤、败酱草，清热解毒，祛风化湿；苦参、川椒，清热燥湿，

极性分子随着微波频率高速振动，其中离子所带的胶状粒随微
波产生热能，利用其热效应使血管扩张，血流增快和组织细胞
膜通透性增加，促进局部组织的营养代谢，大大改善局部微循
环状态，使弹性胶原生成以及基底细胞色素合成，从而使病变
皮肤黏膜的颜色和弹性恢复，促进中药的吸收，产生事半功倍
的治疗效果，提高治愈率和总有效率，利于患者康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1993:281-283
[2]唱捷.人表皮因子与外阴白色病变的关系[J].中国妇产科杂志,1995,30:
209-210
[3]黄崇巧.中西医结合治疗外阴白色病变[J].云南中医杂志,1993,14(3):35-38
[4]洪涛.应用活血化瘀治疗硬化萎缩性苔癣[J].中华医学杂志,1979,59:80
[5]付玉静,常铃.外阴营养不良的研究现状[J].实用妇产科杂志,2001,17(3):
137-139
[6]罗元恺主编.中医妇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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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药合用达到补养气血，温肾固脾，清热利湿止痒之功。
中药煎汤熏洗，利用熏洗、浸泡作用使局部毛细血管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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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扩张，有利于药物与病灶的充分接触，增加局部血液循环，
促进细胞新陈代谢，加速组织再生能力和细胞活性。但单用中
药症状虽有改善，但药液不及进入病变局部，使药液在局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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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黄龙汤加味治疗中风便秘 40 例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apoplexy constipation with
modified Xinjia Huanglong decoction
马 达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25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89-02

【摘 要】 目的：观察新加黄龙汤治疗中风后便秘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中风便秘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0
例。治疗组采用新加黄龙汤加味治疗，对照组采用果导片治疗，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1～2 个疗程。结果：治愈率、有效率治疗
组分别为 40%、90.00%，对照组分别为 20%、80%，两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新加黄龙汤加味治疗中风
后便秘有较好疗效，值得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新加黄龙汤；中风；便秘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Xinjia Huanglong decoction on. Methods: 4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henolphthalei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Xinjia
Huanglong decoction. Results: The cure rat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40% and 90% respectively, while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20% and 80%, both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Xinjia Huanglong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constipation after apoplexy,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Xinjia Huanglong decoction; Apoplexy; Constip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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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挛者加舒筋草、伸筋草各 20g；上肢偏废为主者加桂枝、桑
枝各 15g；下肢偏废为主者加桑寄生、独活、木瓜各 15g；

1.1 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相关标准[1]：①中风患者；
②排便时间延长，3d 以上 1 次，大便干燥坚硬，严重者大便艰
难，粪便干燥如栗，可伴少腹胀急、神疲乏力、胃纳减退等症；
③排除肠道器质疾病。

肢体疼痛较剧者加乌梢蛇、秦艽各 20g。大便通畅后去大黄。
1 剂/d，加水 1500ml，浸泡 1h 后熬药，煎取 600ml，分早中
晚 3 次口服或鼻饲，200ml/次，5d 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忌
食辛辣香燥之品、戒烟酒。
对照组：采用果导片 100mg，1 次/d，于饭前 30min 口服。

1.2 临床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在我院门诊或住
院的患者，按随机原则分为两组，治疗组：男 12 例，女 8 例；
年龄（66±15）岁；脑梗死 11 例，脑出血 9 例。对照组：男
10 例，女 10 例；年龄（65±14）岁；脑梗死 15 例，脑出血 5
例。两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有可比性。
1.3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新加黄龙汤：生地黄 15g，甘草 6g，人参 6g，
生大黄 9g，芒硝 3g，玄参 15g，麦冬 15g，当归 5g，姜三片。

两组同时均采用原发病的治疗：如补水、补充水电解质、
改善循环、防治感染等。4 个疗程后统计治疗效果。
1.4 疗效标准
疗效标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相关标准[1]。治
愈：2d 以内排便 1 次，便质转润，排便通畅，停药后 3 个月无
复发；好转：3d 以内排便 1 次，便质转润，排便欠畅；未愈：
便秘无改善。
1.5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随证加减：纳差、腹胀明显者加莱菔子 8g、厚朴 10g
等，偏阳虚者去大黄，加肉苁蓉、制附片各 20g；偏阴虚者
加麦冬、玄参各 20g；痰湿偏盛者减去人参、生地，加用瓜
蒌仁 30g，茯苓 15g，冬瓜仁 30g；语言不利者加郁金、石
菖蒲各 15g；口眼歪斜者加白附子、全蝎各 3g；患侧僵硬拘

2

治疗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x2＝5.29，P<0.05）
，见

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3

讨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0

8（40）

10（50）

2（10）

90

对照组

20

4（20）

12（60）

4（20）

80

论

便秘是临床上常见病证，它并非严重病证，但影响人体
身心健康，且易导致许多严重病患及意外，如肛肠疾病、脑
血管病及冠心病意外。中风病人由于活动不便、长期卧床等
因素，容易出现排便次数减少、粪便干硬、排便费力等便秘
症状。发生便秘后可导致腹部胀满、食欲不振甚至烦躁不安。
而用力排便又可反射性地引起血压及颅内压升高，加重病情，
这对于中风病人的康复和治疗非常不利。西医治疗中风后便
秘多运用果导片。此药为刺激性泻药，口服后促进结肠壁蠕
动并抑制肠内水分吸收而排出软便，作用温和、价格低廉，
但长期应用可致水、电解质丢失和结肠功能障碍。祖国医学
认为中风多属本虚标实之证，肝肾阴虚、气血衰弱为其本，
风火相煽、痰湿壅盛、气逆血瘀为标；肝主疏泄，调畅全身
气机，与大肠之主降，促进大便的正常排泄。肝气郁结，则
大肠气机不畅而致便秘；肾司二便，肾精亏耗则肠道干涩，
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则阴胜内结，亦致传导失常形成便秘。
发病后，患者多卧床，邪阻中焦，化热化燥而成腑实，中焦
失于升清降浊，且胃为水谷之海，胃气主降，以降为顺，胃

阴壮水制火，并能解热结；臣以大黄泄热通便、芒硝软坚润燥，
大黄性猛善走，素有“将军”之称，可泄热通便，涤荡肠胃积
滞，还能泄血分实热，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及活血祛瘀之功；
生地入肾经，随配伍而入胃、肠，养阴生津，清热凉血；麦冬
入肺、胃经，生津益胃，玄参、麦冬、生地黄以治津液不足，
无水停舟者；人参大补气血，气足则便通，清升则浊降；当归
既补气血，又润肠通便，扶正以利于祛邪，使下不伤正。生姜、
甘草扶胃气并调和诸药。诸药合用，共成滋阴增液、通便泄热、
兼调肝肾之功。临床上针对不同兼证，酌情加减用药，更能切
合病机，收效显著。本研究表明新加黄龙汤治疗中风便秘疗效
确切，副作用少，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ZY/TO01.1-001.9-94)[S].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1

作者简介：
马达（1975-），男，山东金乡人，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风后遗症的
康复治疗。

气不降则壅滞而致腹胀、便秘等症。
对此笔者采用新加黄龙汤加味治疗，方中玄参为君药，入
归肺、胃、肾经，味甘、苦、咸，性寒，清热凉血、解毒、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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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有关代谢产物造成的不良反应
Adverse reaction from TCM metabolic products
王辉珠
（甘肃省会宁县人民医院，甘肃 会宁，730700）
中图分类号：R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91-02

【摘 要】 通过对含马兜铃酸、甜薄荷萜和双萜类化合物中草药代谢产物不良反应的简述，应积极加强中药药效学、药代动
力学、作用机制、方剂配伍规律等中药药理学和中药毒理学的研究，管理层应组织对中药安全性进行重新评价、建立中药质量控
制体系和中药不良反应数据库等，让中药在临床实践中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中草药；代谢产物；不良反应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metabolic products of aristolochic acid, pulegone and terpenoid were
described. TCM pharmacodynamics, pharmacokinetics, mechanism and prescription compatibility in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security should be reappraised and the TCM quality control system and adverse reaction data base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words】 Chinese herb; Metabolic product; Adverse rea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6
植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适应环境的生理

计算机科学、生物化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理论和技术在阐

生态功能，其中之一就是根据初生生长的需要产生各种类型的

明中医药防病治病机制、优化中医临床给药方案、指导中药新

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是植物在长期进化中与其生存环

药和新剂型研制、评价中药制剂和中成药的内在质量等方面发

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既能够在植物体内积累，抵御病原微生物

挥着重要的作用。
机体对与机体无益的外来物质均识别为异物，一般均经过

等的侵害，又在植物的整个代谢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药物分析技术、临床药理学和药物动力学的发展，中

P-450 酶进行生物转化，由亲脂性的母药加入极性基因如-OH，

药的药物代谢也逐渐开展起来。对许多中药特别是单味中草药

有少数药物变为活性或毒性代谢物。中草药虽然成分复杂，但

有效成分已相当明确。据统计在九十年代前就已对 120 多种中

药效的基础物质大多数仍然经过 P-450 酶代谢，产生的不同于

药有效成分进行过研究。并已对相当一部分进行了药物代谢动

中草药固有成分的生物转化产物也可能引起不良反应。

力学研究。且得出了明确的药动学参数。目前对具有一定药理

1

作用的中药单体化合物研究很多，并且已开发成产品供临床使
用，具有一定的临床疗效[5]。对这些单体成分的药物代谢研究
有助于了解其在体内的代谢转化过程，确定其在体内代谢产物

马兜铃酸
在我国传统中草药中，有数十种植物类药材含有马兜铃

酸（Aristolochic acid，AAs）及马兜铃内酞胺类成分，比如马
兜铃、关术通和广防己等，广泛地在临床使用，个别非马兜铃

的化学结构、药理活性等，从而进一步了解此单体成分进入体

科马兜铃属植物药材中也发现含有极少量马兜铃酸类成分，如

内后的药物作用机制，通过对活性代谢产物的研究可发现先导

北细辛和华细辛。

化合物，是研制开发新药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药物在体内代谢产物和代谢机制研究，可以发现生物

AAs 是一类硝基菲类化合物的总称，其中以 AAI 和．AAII
为主。
用 AA-1 诱导肿瘤发生的大鼠肿瘤组织 DNA 中，
C-Ha-ras

活性更高、更安全的新药。近年来，国内外在药物创新研制过

原癌基因 A-T 突变率增高，p53 抑癌基因呈过度表达状态，p53

程中，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与药效学研究、毒理学研究处于同

基因外显子 7 发生 A-C，G-A 易位，p53 基因外显子 7 的 248、

等重要的地位。药物进入体内后，经过吸收进入血液，并随血

230 密码子恰恰分别是 AA-DNA 的强、弱结合位点，提示 AAs

流透过生物膜进入靶组织与受体结合，从而产生药理作用，作

导致的肾病患者的肾脏损伤和肿瘤发生可能与 AA-DNA 加合

用结束后，还需从体内消除。随着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

物有关。AAs 在体内代谢转化形成 AA-DNA 加合物的过程中，

发展，药物体内代谢物及代谢机制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参与生物转化的酶包括：肝微粒体的 CYPlAl/2、心肌黄酶

新药和新制剂均需要进行动物和人体试验，在实验的基础上建

（DT）、NADPH 还原酶等。Stiborova 等报道，抑制或诱导

立数学模型，求算相应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参数后，对药物的体

CYPlAl/2 可以减少或增加 AA-DNA 加合物的形成。

内过程进行预测，从而了解其药物代谢动力学过程。中药药物
代谢动力学是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用药物动力学的方法

2

甜薄荷萜

研究中药在人和动物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消除过程的一

薄荷因其疏散风热、清利头目以及利咽透疹等功效被用于

门新兴边缘学科。它与数学、分析化学、药物动力学、中药药

风热感冒、头痛目赤、月经不调等。甜薄荷萜（Pulegone）是

剂学、中药药理学、现代医学、中医学、中药学、中药化学、

（下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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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病人围手术期的护理
Nursing of patients given cholecystectomy under laparoscope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高丽峰
（娄烦县人民医院，山西 娄烦，030300）
中图分类号：R656.4＋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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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BG

【摘 要】 为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病人围手术期的护理，对 76 例行腹腔镜胆囊切除病人术前加强心理护理，做好皮肤及肠
道准备，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尤其是腹腔引流管引流情况的观察、采取合适体位。结果表明，本组 76 例患者均一次获得治愈，
围手术期护理措施得当，取得满意效果。
【关键词】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围手术期；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given cholecystectomy under laparoscope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Methods: 76 patients were given strengthened mental nursing before cholecystectomy, and rigorous observation on the condition of
drainage tube with proper posture. Results: All the 76 patients were cured. Conclusion: In this article, a proper principle of nursing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to patients given cholecystectomy under laparoscope was established.
【Keywords】Laparoscope; Cholecystectomy; Operation period;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7
胆囊炎、胆囊息肉、胆囊结石是普通外科常见病，多发病，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属微创手术，但由于广大患者缺乏对该

传统的开腹胆囊切除术虽然疗效可靠，但与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术式的了解，多数患者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紧张、焦虑，怕手术

相比较，后者具有损伤小，术后疼痛轻，康复快、瘢痕小、安

引起疼痛、手术切除不彻底、担心胆囊切除后影响生活质量、

全性高等优点，所以深受病人及家属的欢迎，疗效满意度高；

担心手术意外等，表现为情绪不稳定，甚至不接受手术，因此，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近年来利用先进的电视腹腔镜，用外科

护理人员术前应向患者介绍手术的基本方法及过程，让病人了

技术治疗胆囊疾病的一种新方法，其适应证：有症状的慢性胆

解相关知识，更好的配合治疗和护理，懂得该手术的优点，减

囊炎、单纯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等、急性胆囊炎病人不宜立

轻或消除心理压力。告知病人腹腔镜手术时需要将 CO2 注入腹

即做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一般需炎症控制 3 个月方可手术。禁

腔形成气腹，以达到和维持术中视野清晰及保证腹腔镜手术操

忌证：不能排除胆囊癌变者、合并胆管狭窄、腹腔内严重感染、

作所需的空间，但腹腔中 CO2 亦可聚集在膈下产生碳酸，并刺

凝血功能障碍及出血倾向、合并妊娠、既往有腹部手术史、疑

激膈肌及胆囊床创面而引起术后不同程度的腰背部、肩部不适

有腹腔广泛粘连者。

或疼痛等，一般无需作特殊处理，可自行缓解。讲解麻醉方式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76 例，男 42 例，女 34 例，年龄 25～67 岁，平均 54.2

及术后麻醉的反应，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对有手术恐惧的患者
应采取主动心理护理。在心理护理过程中态度要热情诚恳，从
内容上科学的讲解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安全性、可行性，手术
采取的麻醉方式及打孔部位，使患者消除紧张情绪，从而完全

岁。其中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 63 例，胆囊息肉 13 例，住院

接受手术和配合手术。

时间 4～6d，愈后效果佳。76 例术后均放置腹腔潘氏引流管，

2.2 术前检查

引流出淡红色液体 1d 均不超过 50ml，48h 内拔除引流管，无

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对患者身体状况有一定要求，做好术

并发症。

前的检查是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成功的必要条件。术前常规做

1.2 临床表现

必要的辅助检查，以了解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降

本组患者 22 人无临床症状，体检时发现有胆囊炎、胆囊
结石、胆囊息肉；54 例均有较长的慢性炎症病史，表现为恶心、
呕吐、厌食，腹胀、腹部不适等非特异性的消化道症状，触诊

低手术风险。
2.3 术前准备
为病人提供安静、舒适、无不良刺激的环境，尽量满足病

右上腹轻压痛。

人以前的入睡习惯和方式，充分运用交谈沟通技巧，帮助病人

术前护理

克服焦虑情绪。指导病人采取促进睡眠的措施，睡前少喝刺激

2

性饮料，如浓茶、咖啡，睡前可听轻音乐、看书、看报；睡前
2.1 心理护理

洗澡、热水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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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术前必须清洁皮肤，预防术后切口感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患者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恶心、呕

染。病人入院后，进行饮食注意事项宣教。要求饮食清淡，术

吐、腹胀现象发生，这是麻醉及气腹常见的反应，要向患者及

前 1d 进流质，术前 12h 禁食，4h 禁水，术前 1 日晚，用 0.1%～

家属解释，消除患者的心理负担，可给胃复安 10～20mg 肌注

0.2%肥皂水 800～1000ml 低压灌肠，以清除肠道内积气及减轻

或静点，术后 24h 上述症状均可缓解。腹胀患者可适当延长拔

腹胀，术晨留置胃管和尿管，使胃肠道和膀胱处于空虚状态，

除胃管时间，保持引流通畅。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促进肠

以利于手术操作，术前 1h 常规应用抗生素静点。

蠕动恢复，以减轻腹胀。对疼痛耐受力差的患者常出现切口疼

3

术后护理

3.1 了解麻醉方式，术中情况

痛，右肩部放射疼，根据情况给于止痛药物或术后静脉应用止
痛泵以减轻患者痛苦。
3.5 其他

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多采用静脉复合麻醉、气管插管、人

一般在术后 8h 拔除胃管，尿管。拔除尿管后仍有排尿困

工气腹的方式，术后常规进行心电监护，血压、呼吸、血氧饱

难者，可采用热敷下腹部，改变排尿姿势，听流水声后均可自

和度监测。了解患者生命体征状况及补液量，尿量。

行排尿。术后 24h 内观察患者右上腹压痛情况，巩膜，皮肤有

3.2 采取合适体位

无黄染，切口敷料是否干燥。

患者转回病房，神志未完全清醒前，取去枕平卧位，头偏
向一侧，常规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避免呕吐物及分泌物误

4

入气管造成窒息。待完全清醒血压平稳后改半卧位，使膈肌下
降，以利于呼吸并促进肠蠕动的恢复，同时有利于腹腔内液体
的引出，术后 6h 鼓励患者在床上翻身，为早期下床活动做准
备。定时拍背，鼓励其咳嗽拍痰，必要时给予雾化吸入，确保

果

本组 76 例患者均一次性获得治愈，围手术期护理措施得
当，取得满意效果。
5

讨

论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已经取代了部分传统

呼吸道畅通，防止肺部感染。
3.3 腹腔引流的护理

结

手术，将微创外科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

腹腔引流是避免术后严重并发症的有效措施之一。放置腹

重视，接受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患者充分体会到了腹腔镜胆囊

腔引流管便于观察手术后有无胆漏及出血的发生，能减少术后

切除术损伤小，术后疼痛轻，康复快、瘢痕小、安全性高等好

发热持续时间及程度。术后要妥善固定引流管，保持通畅，密

处，围手术期护理的成功实施为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提供了保

切观察引流液颜色，量及性质，并做记录。一般术后 48～72h

障，本组患者术后恢复良好进一步说明围手术期护理的重要

拔管。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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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薄荷类中草药的单萜酮类化合物，是薄荷油的主要成分。

制相关联，用 CYP3A4 的抑制剂 Troleandromycin 预先处理的

有研究指出，薄荷油的使用有可能导致肝损害、中枢神经系统

大鼠肝细胞内 GSH 的水平下降速度减慢，细胞毒性下降，而

毒性和肺毒性，小鼠实验进一步证实了薄荷酮的肝和肺毒性。

作为 CYP3A4 诱导剂的地塞米松则作用相反。

甜薄荷萜主要通过 CYP2El 进行代谢，其代谢物对肝细胞
有毒性作用。薄荷呋哺及对甲酚均不能排除为甜薄荷萜的毒性

4

结

语

代谢物，薄荷呋喃有肝毒性，对甲醇则可迅速而大量的消耗谷

中医药发展至今，几千年的历史己经形成其独特的理论体

胱甘肽，有摄入大剂量的薄荷油引起暴发性肝衰竭死亡的病例

系，并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临床使用应熟练掌握和遵循中药

报道，尸检中发现大块或亚大块肝坏死。

的配伍禁忌、正确地辨证论治、重视中医典籍中治病经验教训，

3

双萜类化合物
石蚕香科植物（Germander）是一种用于治疗蜂窝织炎、

去除脂肪沉积、减少胆固醇的草药，含双萜类化合物

在药品质量方面严格掌握药物炮制方法和毒剧药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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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如何应对慢性病防控
Functions of TCM medicine in treating chronic diseases
金 凤 沈桂根
（江苏省兴化市戴南人民医院，江苏 兴化，225721）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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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病主要囊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四大类慢性病，已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
作者从事基层中医临床工作 20 多年，总结了中医在慢性病防控中的可行性、中医养生观进行慢性病防控中的运用、中医整体观进
行慢性病防控，并提出中医在慢性病防控中应与时俱进要求临床医生要整合中西医资源，对慢性病进行多层面管理，提高中医药
解决慢性病的能力。
【关键词】 中医药；慢性病；防控
【Abstract】 Chronic diseases mainly contains four major categories of chron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ancer, chronic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diabetes, and becomes main killer of our residents' health. This paper mainly was focused o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chronic diseases in TCM.
【Keywords】 TCM; Chronic diseases;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8
慢性病是由于不良生活方式引发的慢性疾病，主要为非传

2

染性疾病，慢性病主要囊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
病和糖尿病四大类慢性病。据统计 2008 年中国有 2.7 亿慢性病
患者，每年新增 1600 万，每年有 643 万死于慢性病，占死亡
人数 80%，慢性病已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2011 年 9
月 19 日陈竺部长在第 66 届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
病高级别会议发言时说，将慢性病防控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优
先领域，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非传染性疾病发展道路，慢性
病防控已上升为一项国家行动，中医工作者应抓住这一“千载
难逢”的机遇，发挥应有的作用。
1

中医在慢性病防控中的可行性
在我国慢性病康复期或缓解期往往在家中进行治疗，由于

经济条件、健康意识、就医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慢性病患者
生存质量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给慢性病防控造成极大挑战。
这就要求医疗工作者深入社区，开展社区卫生服务，而中医药
具有灵活多样、疗效确切的诊疗手段和治疗方案，中医诊疗技
术简便易行，不依赖大型医疗设备，易于深入社区，易于被广
大慢性病患者接受，发挥好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尤
其适宜家庭病床和上门服务，能有效解决慢性病防控中的许多
难题，同时中医药卫生服务投入少、成本低、疗效可靠，对控
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减轻国家和群众负担，促进医疗卫生改
革的顺利实施均有积极作用。目前医疗卫生工作的模式是医生坐
在办公室等待病人来求助，而慢性病防控则要求医生不但能坐
诊还要能走入社区，发扬中医治未病的特色，对社区慢性病患
者进行健康教育、养生保健、康复指导、体育锻炼如气功、太
极拳、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以及利用体检和走访调查手
段，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包括家庭健康档案，个人健康档案、特
殊人群健康档案和慢性病随访记录，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

运用中医养生观进行慢性病防控
中医养生观强调未病先防，主张运动健身、饮食调理、调

摄精神、生活起居规律，提高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在《素问.
上古天真论篇》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
来……真气存内，邪不可干”
，
“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
数，饮食有节，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
百岁乃去”。中医强调未病先防，非现代预防医学针对单一疾
病提出具体特异性防治措施，然而《素问》中“不治已病治未
病”的思维与现代医学一、二级预防的观念不谋而合，唐代孙
思邈将疾病分为“未病”
、
“欲病”
、
“已病”三个层次，提出“消
未起之患”
、
“治未病之疾”
、
“医之于无事之前”这种观念非常
先进，至今仍被预防医学运用。表面上分析中医养生观对单一
慢性病防控针对性不强、无优势可言，但对所有慢性病均有指
导意义，如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提出“五谷
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充分阐明了膳食平
衡的重要性，对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
的防治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运用中医整体观进行慢性病防控
慢性病是由于不良生活方式引发的慢性疾病，无论是癌

症、糖尿病，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的
致病因素都离不开人口老年化、生活方式改变、吸烟等危险
因素。中医对慢性病的认识，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全面动
态地把握人体的生理病理信息，用药时注重人体阴阳平衡，
平时重视保养身体，顾护正气，提高机体的抗邪能力，防止
病情的进一步发展。倡导综合干预，可以有效地实现维护健
康、防病治病的目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构成人体的各个脏腑，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病理
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各种老年慢性病，机体脏腑气血已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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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宜缓图，不可速胜。治疗上遵循“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严谨，并提出“知其未生，治其未成，治其未发，治其未传”
，

的法则，辨证施治。

然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分析，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未病、

4

欲病”已成为“已病”这就要求临床医生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中医在慢性病防控中应与时俱进

更新传统观念，将“欲病”与“已病”的切入点前移。现代医

中医要发展，不能闭关自守，要不断积极地汲取现代医学、

学提出“以终为始”的观点，要求以防止出现慢性病终点事件

现代科技新成果，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丰富中医望、闻、问、

为最初的出发点，这一观点要求临床医生要整合中西医资源，

切的诊断方法，扫除望、闻、问、切的盲区，，使中医药能与

对慢性病进行多层面管理，提高中医药解决慢性病的能力。

时俱进，提高中医药在解决慢性病方面的能力。治未病要求把
编辑：李妍 编号：EA-12110542（修回：2013-04-12）

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这种分类非常科学

中药不良反应报告与分析
TCM adverse effect report and analysis
李建红
（开封市顺河区苹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 开封，475000）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95-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不良反应（ADR）的原因及对策。方法：对 175 例 ADR 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ADR 患者中女性略高于男性，集中于 60 岁以上患者。药品种类中，液体制剂中注射剂 ADR 发生率最高；给药途径中，静脉滴
注给药引起的不良反应最高；累及的器官以皮肤及附件为主。结论：应加强合理用药，规范和完善医院监测报告体系，并加大用
药宣教力度。
【关键词】 中药不良反应；分析；对策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 and countermeasure of TCM adverse effect.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75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Of all the patients, women are more than men, mainly over 60 year old. Of all the
medicines, injection has the highest ADR incidence rate. Of all the administration routes, intervenous drop infusion is the highest. And skin
and its attached organs are the most involved organs. Conclusion: Rational administration is supposed to strengthen to modify and improve
the ADR supervising report system.
【Keywords】 TCM adverse effect; Analysis; Countermeas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59
药物不良反应（ADR）是指正常剂量下预防、诊断、治疗

患者 96 例（占 54.9%）
。女性发生率略高于男性；患者年龄从

疾病或调节生理功能时出现的有害的或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反

1 岁 5 个月到 87 岁，平均年龄为 53.2 岁，其中发生于 10 岁以

应。随着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日新月异，中药品种、剂型的增多，

下患者的 ADR 有 8 例，11～20 岁 15 例，21～30 岁 5 例，31～

与中药有关的 ADR 报告呈上升趋势。本文就我院 2010 年 7

40 岁 8 例，41～50 岁 20 例，51～60 岁 37 例，60 岁以上患者

月～2012 年 11 月间 175 例中药 ADR 报告表进行回顾性分析，

82 例。

以期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2.2 引发 ADR 的给药途径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收集我院 2010 年 7 月～2012 年 11 月间由医务人员上报
175 例中药制剂引起的 ADR 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1.2 方法
统计并总结收集到的 175 例中药不良反应病例，按患者的
性别、年龄、给药途径、中药剂型、ADR 涉及的器官（系统）
及临床表现、转归等方面进行回顾性分析。
2

结

果

2.1 发生 ADR 患者的性别和年龄分布情况
175 例中药不良反应中男性患者 79 例（占 45.1%）
，女性

临床常见的给药途径有口服、静脉注射、肌肉注射、外用
等，经统计发现静脉注射给药引起的不良反应共有 131 例，占
总数的 74.9%。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引发 ADR 的给药途径情况
给药途径

引发 ADR 的例数（n）

构成比（%）

口服给药

14

13.7

静脉滴注

131

74.9

肌内注射

9

8.0

外用

3

3.4

2.3 引发 ADR 的中药剂型情况
中药剂型有液体制剂、固体制剂和半固体制剂等。液体制
剂中注射剂的 ADR 发生率最高，占总数的 76.0%。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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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引发 ADR 的中药剂型情况
剂型

引发 ADR 的例数（n）

构成比（%）

注射剂

133

76.0

片剂

17

9.7

胶囊剂

6

3.4

颗粒

5

2.8

丸剂

4

2.3

口服液

4

2.3

外用剂

5

2.9

其他

1

0.6

2.4 ADR 累及的器官（系统）及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多为皮疹、瘙痒、接触性皮炎等，共 58 例，占总数

175 例中药 ADR 累及的器官（系统）以皮肤及附件为主，

的 55.24%；其次为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ADR 累及的器官（系统）和临床症状
ADR 累及的器官（系统）

引发 ADR 的例数（n）
97

55.4

皮疹、瘙痒、接触性皮炎等

消化系统

38

21.7

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腹泻、便秘等

神经系统

25

14.3

头痛、头晕、失眠、烦燥、乏力、嗜睡等

心血管系统

8

4.6

胸闷、高血压、低血压、心悸、心律失常等

呼吸系统

4

2.3

呼吸困难、咳嗽、气喘等

泌尿系统

3

1.7

排尿困难、尿少、尿痛、血尿等

经过各种有效治疗，175 例中药 ADR 患者出现的不同程度的
不良反应，有 161 例痊愈，14 例患者症状明显减轻。
讨

临床症状

皮肤及附件

2.5 ADR 的转归

3

构成比（%）

论

射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所以引发 ADR 的可能性就高于其他剂
型。ADR 的发生与给药剂量、浓度、滴注速度等因素有密切
关系。一旦用药剂量过大、浓度过高或者滴速过快，则瞬间进
入静脉的药物增多，就可能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所以临床
用药时应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给药途径，能采用口服用药者尽

古人有云：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药物亦是同样具有双

量避免静脉给药；必须静脉注射时则要综合考虑患者情况，选

重性，既能防治疾病，也必然会出现不良反应。虽然中药大多

择合适剂量和浓度，静脉注射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控

来源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以及矿物，但是既然是药也就会出

制滴注速度。

现各种不良反应。随着中药现代化的发展和新药的不断研制，

由表 2 可见，在各种中药剂型中，注射剂的 ADR 发生率

给疾病的治疗与诊断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中药 ADR 的发生

最高。传统中药的成分复杂，有些成分本身就是致敏物质，此

率、严重性也日益突出。ADR 按其性质不同分为以下几类：

外制剂中的各种辅料、药物本身所形成的杂质均能成为过敏原

副作用、毒性反应、变态反应、后遗效应、停药反应、继发反

而致机体过敏[2]。同时我国的中药注射剂的质量控制项目不全，

应、依赖性、特异质反应等。帮助病人避免或者减轻不良反应

提取工艺不够完善，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

的发生是临床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表 3 可见，ADR 累及的器官（系统）以皮肤及附件为

在本研究统计的 175 例中药 ADR 报告中，女性患者 ADR

主（占 55.4%）
。患者临床表现多为皮疹、瘙痒、接触性皮炎等

发生率略高于男性。女性体重一般轻于男性，在使用治疗指数

过敏反应。中药本身、代谢产物、中药制剂中的杂质或辅料以

低的药物时，女性可能需要较小的剂量。同时，女性较男性相

及患者的过敏体质等都有可能与过敏反应的发生有关。

比有更高比例的脂肪和较低比例的水，也可能影响到药物的分

综上所述，在临床用药中，规范和完善医院中药 ADR 监

布和作用。女性用药还要考虑到药物对“三期”（月经期、妊

测体系，加强中药 ADR 监测力度；医务工作者应充分重视中

娠期、哺乳期）的影响[1]。另外也发现 60 岁以上的老年患者

药安全性问题，尽量预防、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做好用药宣

ADR 发生率偏高，多与老年人存在生理性功能减退有关，老

教工作，提高公众用药的安全意识。

年人体液相对减少、肝肾功能减退均可影响药物的吸收、分布、
代谢和排泄，进而改变药物的效应，造成不良反应。老年人较

参考文献：

其他年龄段人群而言，常需服用更多药物，故发生药物相互作

[1]吴基良,罗健东.药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8

用而产生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增加，这也是其 ADR 发

[2]王蕾,潘巧仪.中药不良反应概述[J].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00,2(3):149-153

生率偏高的原因之一。
由表 1 可见，临床常用的各种给药途径中，ADR 发生率
以静脉注射所致最高，占总数的 74.9%。由于中药制剂静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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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S.750 止血带系统在小儿四肢骨折手术中的

应用体会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A.T.S. 750 tourniquet for treating
pediatric bone fracture
陈慧豪
（广东省东莞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东莞，523005）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097-02

【摘 要】 止血带是当前作为四肢骨科手术中创造无血术野的首选设备，具有减少手术中出血，缩短手术时间的特点。但在
小儿四肢骨科手术中，常常发现止血带的使用会因为止血带的压力、时间选择，操作方法不规范使止血效果不满意或带来一些并
发症。这样会延长麻醉和手术时间，同时也给患儿增加痛苦，给家属增加心理和经济负担。为此，我科对 2010 年 1 月～2012 年 3
月在我院进行四肢骨科手术的小儿采取了一系列护理对策，有效的缩短了手术时间，减轻了并发症，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及社会效
益。
【关键词】 A.T.S. 750 止血带；小儿骨折；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ourniquet on treating pediatric bone fracture. Methods: 102 children from
orthopedics collected from March 2010 to March 2012 were treated with A.T.S.750 tourniquet. Results: The treatment effectively shortened
the operation time and alleviated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A.T.S. 750 tourniquet achieved significant effect and good social benefits on
pediatric bone fracture.
【Keywords】 A.T.S. 750 tourniquet; Pediatric bone fracture;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0
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0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我院小儿四肢骨科手术患

儿 102 例，男 60 例，女 42 例，年龄 1 岁 2 个月～12 岁，单侧
上肢护着手术 61 例，单侧下肢骨折手术 38 例，双侧下肢骨折
手术 3 例。
2

方

法

2.1 检查止血带

宽度应为止血带袖带的 2 陪，然后在弹力套上绑扎袖带，松紧
大小以能放入一指为宜，并把多余的衬垫反折到袖带上，在袖
带远端与皮肤之间粘贴一层医用透明保护膜，密闭皮肤与袖带
之间的空隙，保护膜的粘贴应超过袖带边缘的 2～3cm 为宜，
避免皮肤消毒时，消毒液流入或积聚在止血带下一起化学烧
伤。最后连接软管使止血带主机与袖带相连。
2.3 选择压力与时间
首先实时测量患儿血压，测量血压时应根据患儿上臂的

系统我科使用的是美国捷迈公司的 A.T.S．750 止血带系

长度及上臂中部围度选择合适的血压计袖带 [3] ，并且避免患

统，使用前必须检查止血带主机的的性能、袖带及通气软管是

儿哭闹，以保证所测血压的准确性。如特殊情况患儿不能实

否漏气。方法是按电源开关启动机器，机器自检后显示为“0”
，

时测量血压者，可以按照不同年龄小儿的血压正常值计算公

将袖带通过软管与止血带主机相连，止血带自身卷曲，充气检

式来计算血压：收缩压＝年龄×2＋80（毫米汞柱）[4]。然后

测[1]。

根据血压来设定止血带的压力，上肢手术止血带充气压力为：

2.2 绑袖带

收缩压＋75mmhg，时间不超过 60min；下肢手术止血带充气

首先选择袖带，止血带袖带的选择应根据患肢周径来确
定，绑扎前在拟安放袖带的肢体近端点测量患肢周径，并预留
绑扎止血带袖带时的重叠长度，重叠长度约在 7.6～15cm 之间，

压力为：收缩压×2mmhg。时间不超过 90min。
2.4 使用与观察
当确定患肢为非存在感染的肢体或恶性肿瘤的肢体手术

最后选择最接近患肢周径长度的袖带最为合适。绑袖带时，最

时，应使用弹力带驱血，驱血前提高肢体高于心脏 3～5cm，

好两人合作，一人双手握住患肢，对骨折部位要重点托扶保护，

持续 2～3min，将肢体内血液快速驱至止血带的近端。此时应

缓慢移动，如有牵引的肢体须与躯干保持轴线一致，以免引起

该对骨折部位做好重点托扶保护，缓慢移动以免引起骨折断端

骨折断端处二次损伤[2]，另一人负责绑袖带，袖带应绑扎在肢

处二次损伤。手术过程中要做好生命体征的观察，随时根据血

体的最宽处，最佳位置是上臂和大腿近端 1/3。选用纯棉材质

压的变化调节止血带的压力。同时应严格控制止血带的使用时

的弹力套做衬垫，并使与皮肤紧密贴合，保持平整，弹力套的

（下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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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未病”理论浅析糖尿病的中医分层护理
Discussion on the layering TCM nursing of diabetes mellitus prevention by
TCM prevention theory
李金银
（山西省平定县中医医院，山西 平定，045200）
中图分类号：R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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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医“治未病”理论为指导，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三个层面，提出糖尿病防治的分层护理措施。
认为充分发挥中医护理的特色干预作用，对于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减轻现代慢性疾病的危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治未病；糖尿病；中医；护理
【Abstract】 TCM theory considers diabetes mellitus preven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prevention before
diseases, preventing variation after diseases and recover after cure. TCM nursing w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diabetes
mellitus.
【Keywords】 Prevention; Diabetes mellitus; TCM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1
现代医学理念已由治疗疾病向预防疾病方向转变，以中医

界阴阳消长的规律相协调，如衣着要依四时寒温为据，保证足

“治未病”理论为指导的中医护理学，顺应医学发展的趋势，

够的睡眠时间，避免过度劳累或过度安逸等。

在现代慢性病预防领域的优势越来越凸显出来。糖尿病是一组

1.4 适度运动

由于胰岛素分泌和作用缺陷所引起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

久坐少动也是诱发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持之以恒的运动锻

肪、水和电解质等代谢紊乱，以慢性血糖水平增高为特征的代

炼可以使全身气血流畅，促进肠蠕动，增强水谷运化，达到形

谢性疾病[1]，属中医学“消渴”范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神合一、阴阳平衡、预防疾病的目的，散步、太极拳、八段锦、

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发病率不断增多，并发症也日趋严重，

五禽戏等都是有益的运动，要保持适度，做到形劳而不倦，循

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兹根据糖尿病的发生发展

序渐进，做到形神共养。

规律，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三个层面，就中医护

1.5 体质纠偏
通过对糖尿病易感人群体质的辨识，应用中医药纠正其体

理干预方法做一浅析，以教正于同道。
1

易感人群，着重于未病先防
糖尿病易感人群包括糖耐量低减、有糖尿病家族史、生活

方式不良、腹型肥胖或有血压血脂异常者等，属于疾病尚未形

质偏差及脏腑功能的失衡。如阴虚体质者用枸杞子、麦冬等泡
茶饮；血瘀体质者用丹参、当归等泡茶饮；痰湿体质者用山楂、
决明子等泡茶饮等。
1.6 定期体检

成的“未病”阶段，当未病先防，提早采取护理干预，预防糖

无论是易患人群还是健康人群都应注意根据自身的体质、

尿病的发生。

年龄、生活、工作等状况，定期到医疗机构或社区医疗服务站

1.1 饮食调摄

进行健康体检，以便早期发现易患因素，采取干预措施及时调

饮食不节、嗜食肥甘、贪恋醇酒，均会导致脾胃功能失调、

理。

运化失司、水谷精微代谢紊乱而引发糖尿病。饮食调摄首先要
节制饮食、饥饱适宜。其次要合理搭配、顺应四时、五味不过。
三要忌恣食肥甘厚味，多吃新鲜蔬菜、粗纤维以及含铬丰富的

2

疾病已成，着重于既病防变
既病防变，是指根据人体阴阳失衡、脏腑功能失调的动态

食物。

变化，把握疾病发生发展与传变规律，以防止或阻断疾病的发

1.2 情志调养

展与传变[2]。糖尿病的危害不在于血糖高本身，而在于其所引

突然强烈的情志刺激，或反复、持续的精神压力，均可使

发的心、脑、肾、足、眼睛等并发症，因此，护理干预也必须

人体气血阴阳失调，代谢紊乱而诱发糖尿病，对于糖尿病易感

立足于此，防止并发症的出现。

人群，要随时通过健康教育、心理干预等手段，提高其心理抗

2.1 生活方式干预

逆能力，避免七情过极，保持开朗乐观的情绪。
1.3 起居调节

在未病先防各种护理干预基础上，饮食护理重点在于控制
总热量的摄入。起居护理重点要慎防劳心、劳力和房事太过，

健康的生活起居是保持正常血糖代谢的根本，反之，则使

因人制宜地做一些有氧运动。心理调摄重点要通过疏导解释，

形神失养，损伤正气，最易诱发糖尿病。要顺应自然，与自然

消除患者的顾虑和悲观失望的心态，提高战胜疾病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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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在继续指导患者慎起居、节饮食、调情志、勿作劳，教育

2.2 药物治疗干预
在采用非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时，应及时遵医嘱采用药物治疗，

患者坚持规范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要立足于扶助正气，改善体

以达到有效减低血糖，预防并发症发生的目的。对于口服药物

质偏颇，促使脏腑组织功能尽快恢复正常，如采用适当的中药

治疗者，要督促患者按时按量服用中西药物，避免擅自停药，

茶饮、滋补膏方等措施。

并注意观察药物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对于注射胰岛素治疗者，

3.2 对于有并发症但病情已控制者
要在控制血糖的同时，注意监测和规避并发症加重的各种

要严格遵医嘱注射，注意观察有无低血糖反应、胰岛素过敏、
注射部位皮下脂肪萎缩或增生等。严格胰岛素泵的规范使用。

因素。要针对并发症的特点，有计划地采取针灸、理疗、中药

2.3 病情观察与疾病监测

熏蒸、足浴等特色护理技术，标本兼顾，全面防范各种心、脑、

要随时掌握患者的症状变化情况，重点是低血糖反应以及
有无心绞痛、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四肢麻木、
感觉异常等周围神经疾病，蛋白尿、水肿、高血压等肾功能减
退的表现等，尽早采取措施，严防高血糖对心、脑、肾的偷袭。
2.4 中医特色护理干预

肾等并发症的复发。
4

小

结

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不同层面，进行针对性
的护理干预，是中医“治未病”理论的集中体现，在糖尿病防

根据因人制宜原则，给予相应的个体化中医特色护理。一

治中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中医护理的分层干预策

是辨证施护，阴虚内热者，可遵瞩选用六味地黄丸等，伴视物

略，对于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减轻慢性损害具有十分重要

模糊、两眼干涩，选用杞菊地黄丸，气阴两虚症者可遵瞩选用

的意义。

参麦饮等。二是针灸调护，可针刺脾腧、胰腧、然谷等，艾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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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止血带使用后立即记时，巡回护士要主动向术者通报止血

贴合，保持平整。同时要做好患肢骨折部位的托扶保护。③在

带时间，避免超时。如果反复使用，第一次间隔时间不得短于

袖带远端与皮肤之间粘贴一层医用透明保护膜，密闭皮肤与袖

10～15min，以后逐渐增加间隔时间，缩短止血带使用时间，

带之间的空隙，避免消毒液流入或积聚在止血带下引起化学烧

减少肢体缺氧时间和酸性物质的产生，减轻病人的痛苦。

伤。④准确测量（计算）血压，确保设定最低的有效压力及最

2.5 去除止血带

长的工作时间。⑤减缓术中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及时根据

在手术完毕后准备放送止血带时，应该与麻醉医生商议
松懈止血带的速度，以免由于放气的过快引起患儿的循环失
调。放气后必须马上去除止血带袖带及衬垫，防止静脉血液
淤积[1]。
3

结

果

102 例小儿四肢骨折手术中，除 1 例年龄较小（14 个月）

血压的变化调节止血带压力。⑥与麻醉医生商议松懈止血带的
速度，科学去除止血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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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体重超重（40 斤）患儿因为止血带袖带的选择不当导致术中

[3]胡庾志,周德,魏淑明,等.儿童血压计袖带规格的研究[J].武汉医学院学报,

止血效果不理想外，其余所有患儿手术中的止血效果确切，均

1995(1):45-48

没有因为止血带疼痛导致术中哭闹情况出现，手术医生满意；

[4]黄兰珍.儿童高血压[J].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学报,1996(2):72-74

也没有发生因止血带使用导致的神经和肌肉损伤、肢体皮肤瘀
斑和水疱、止血带麻痹、止血带休克等并发症。
4

讨

论

应用止血带可以为外科医生创造无血术野，缩短手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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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但如何正确、有效、安全的地使用止血带，减轻患者并发
症应做好以下几点。①充分评估患肢周径，选择合适的止血带
袖带。②选择优质的纯棉材料做衬垫，袖带绑扎时与皮肤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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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肢体康复熏洗器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he improved fuming-washing appliance for
limb rehabilitation
董丽娟 黎 勇 罗泽坤
（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197.39

中山，528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100-03

【摘 要】 目的：评价本人自主研发的经改良后的专业伤科肢体康复熏洗器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68 例外伤性肘关节僵
硬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的 36 例患者使用改良型肢体康复熏洗器进行熏洗疗法，对照组的 32 例患者使用传统熏洗架进行
。结论： 改良型
熏洗疗法，对照分析疗效。结果：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8.1100，P＝0.0194<0.05）
肢体康复熏洗器应用于临床疗效确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肢体康复熏洗器；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elf-developed improved fuming-washing appliance for limb
rehabilitation. Methods: 64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elbow rigid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case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2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improved fuming-washing appliance for limb rehabilita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fuming-washing frame. The curative effects were compare and analysed.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x2＝8.1100，P＝0.0194<0.05). Conclusion: The
self-developed improved fuming-washing appliance for limb rehabilitation has curative effect,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Fuming-washing appliance for limb rehabilitation; Effect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2
中医熏洗疗法在整个康复治疗过程起着非常好的效果，但

之血瘀结肌筋；加之损伤后固定日久，肌筋受制，气滞血涩，

目前由于专业康复器材的不足、护理人力资源的缺乏等原因导

筋失濡养，因而关节活动范围出现程度不等的障碍，导致肘关

致熏洗治疗在临床上不能得到较好的应用，同时也使患者的康

节僵硬，是肘部骨折、脱位及软组织损伤后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复治疗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基于上述因素，结合本人 20 多

本人自 2012 年 2 月～2013 年 1 月使用改良型肢体康复熏洗器

年的临床护理经验以及在众多医护人员支持配合下，经多年的

（专利号：ZL201120158575.8）进行熏洗疗法治疗外伤性肘关

临床使用和不断改良，研制出结构合理、方便使用和功能完善

节僵硬，并与熏洗架（专利号：ZL201120137005.0）熏洗治疗

的专业伤科肢体康复熏洗器，配合中医药制剂的应用，在更加

作比较，现报告如下。

有效地提升熏洗效果、节省护士人力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中医药
在伤科康复治疗方面的作用和功效。
外伤性肘关节僵硬是由于骨与关节损伤之初，多偏重于骨
折或脱位的整复固定，而忽视了软组织损伤的治疗，以致离经

图1

1

几代熏洗器的制作方法对比

1.1 传统熏洗架[1]（图 1）
1.2 肢体康复熏洗器结构图（图 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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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改良型肢体康复熏洗器结构图（图 3）

-101观察组在治疗过程中未见有烫伤等情况出现；对照组有 7
例在治疗过程中因药液翻倒、患肢滑落于药液中而出现不同程
度的烫伤情况。4 周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观察组：优 30 例，良 5 例，可 1 例，差 0 例；对照组：优 22
例，良 2 例，可 4 例，差 4 例；观察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
。
异有统计学意义（x2＝8.1100，P＝0.0194<0.05）
3

结

论

以上临床观察结果表明，使用改良型肢体康复熏洗器对 68
例外伤性肘关节僵硬患者进行熏洗疗法的观察组的疗效明显
优于直接摆放于熏洗架之上进行熏洗治疗的对照组。
4
图3

2

资料与方法
自 2012 年 2 月～2013 年 1 月分别使用改良型肢体康复熏

洗器及熏洗架进行熏洗疗法的疗效进行对照分析。
2.1 一般资料
68 例外伤性肘关节僵硬患者均为我院住院治疗患者，随机
分为观察组 36 例和对照组 32 例。其中男 42 例，女 26 例，年
龄 12～41 岁，平均（26±7.6）岁，病程 4 周～3 个月，平均
（2±0.7）月。均为肘部骨折固定治疗后而引起肘关节僵硬并
发症。其中关节活动度完全丧失 4 例，90%丧失 46 例，80%丧
失 1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36 例和对照组 32 例。两组患者年
龄、性别、病情及治疗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均 P>0.05）
，
具有可比性。
2.2 治疗方法
2.2.1 观察组
按医嘱采用骨科洗剂（注：骨科洗剂购自中山市中医院，
由威灵仙、半枫荷、桂枝等提炼而成，规格为 100g/袋）1 袋，
倒入改良型肢体康复熏洗器，
加水 4L 浸泡，
调控药温至 50℃～
60℃左右，患者采取坐位或卧位均可，将患肢摆放于熏洗器上
进行熏蒸雾化治疗，熏蒸 40min 后，即由护士打开熏洗器的熏
蒸罩，先指导患者用毛巾浸泡药液后浇洗患处，范围为肘关节
上下约 15～20cm，边洗边活动肘关节，待患者熟练掌握后自
行浇洗，以局部皮肤红润、病人自感舒适为宜。每次熏洗 1h
左右，每天上、下午各 1 次。
2.2.2 对照组
采用骨科洗剂，将患肢直接摆放于传统熏洗架上进行熏洗
治疗，按医嘱采用骨科洗剂倒入脸盆，加开水 4L 浸泡，患者
采取坐位或卧位均可，将患肢摆放于熏洗加上进行熏蒸治疗。
待药温降至 50℃～60℃时，即由护士先指导患者用毛巾浸泡药
液后浇洗患处，余方法同观察组。
两组患者均积极配合药物治疗，如消肿、抗感染、促进血液
循环等药物，以及其他理疗，如 TDP、中频等治疗仪治疗 4 周。
2.3 疗效标准
4 周后，
采用 HSS 评分系统[2]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评定。
2.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
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5 结果

讨

论

肘关节僵硬多由于肘关节外伤后，经长期不适当的外固
定，关节活动减少，以致气血凝滞，经脉闭阻，气血津液运行
不畅，筋骨关节失去温煦滋养，久之则筋缩肌萎，骨节凝滞，
关节僵硬。有学者认为肘关节创伤后僵硬可以由多种因素所
致。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肌肉不活动，创伤后固定限制了关节活
动，由于肌肉不运动，静脉和淋巴郁滞，循环缓慢，组织水肿，
渗出的浆液纤维蛋白在关节囊、皱襞和滑膜反折处及肌肉间形
成粘连，影响了肘关节的活动[3]。治疗当以活血祛瘀、舒筋活
络配以祛风除湿、通利关节法。熏洗热敷疗法是中医传统治法，
具有理疗和药疗的双重作用。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在热力的作用
下经毛窍而入筋骨，以达温通关节、松解粘连组织的作用。近
10 年来，在康复临床上，运用中药熏洗热敷疗法治疗损伤性关
节功能障碍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故此熏洗是骨折损伤后期一
种重要的康复治疗方法[4]。但目前部分伤科病人在康复治疗过
程中往往因熏洗工具不足和安全不能保证而无法实施，使康复
治疗不能达到预期理想目标。本人结合 20 多年的临床护理经
验以及在众多医护人员支持配合下，经多年的临床使用和不断
改良，研制出结构更合理，使用更方便和功能更完善的专业伤
科（肢体）康复熏洗器，配合中医药制剂在骨伤科中使用，有
效提升护理质量、节省康复护理资源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中医药
在伤科康复治疗方面的优势和效能。
熏洗架的缺点：①熏洗药液必须严格掌握温度，温度不宜
太低，但也不可过热，温度不能自主调控；②易烫伤患者：熏
蒸时，需倒入滚开水使蒸汽上冲才可进行熏蒸，对老人、小儿
以及各种原因导致感知功能差的患者熏洗时，护士需随时不断
询问患者感觉，并耐心协助熏洗，才能避免烫伤事故的发生，
同时也浪费了护理人力资源；③熏洗药液很快变凉，使熏洗治
疗时间不能保证，大大降低了熏洗疗法的疗效；④规格固定，
不可随各种体型调节，舒适性差。
由本人研制的已通过成为我国专利发明的肢体康复熏洗
器，具有以下优点[5]：①使熏洗疗法的疗效明显提高；②采用
可调式人性化设计，适用于各种体形的患者使用，并且不用移
动病人，患者平卧床上即可进行，方便使用；③康复熏洗器具
有时间及温度可自主调节兼雾化的功能，大大提高患者在熏洗
过程中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提高患者的舒适程度及中药的时间
利用率；④有效节省护理人力资源；⑤方便携带，既适合于病
房康复治疗又可在家庭保健使用的专业康复器材。
近一年来，通过不断努力研制，改良后的肢体康复熏洗器
除了具有原来的优点之外，得到进一步的完善：①增加了软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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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及更适合肢体摆放的弧形凹槽等人性化设计，使患者更舒适；
②时间及温度的调控功能再次优化，使调控面板脱离熏洗机
箱，让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及耐受性自行调节，进一步提高患
者舒适度、安全性及中药的有效时间利用率。
综合上述，改良型肢体康复熏洗器应用于临床效果确切，
具有很好的安全性，有效提升护理质量、节省护理人力资源的

[3]谢晓煜,邱晓虎.手法加中药熏洗治疗小儿创伤后关节僵硬[J].中医正骨,
2004,6(6):321
[4]苏培基,梅全喜.熏洗疗法的历史沿革[J].时珍国医国药,2001,12(4):349
[5]董丽娟.肢体康复熏洗器的制作与应用效果评价[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3.1,29(1):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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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语语法教学的必要性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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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了语法教学在中医英语教学中的地位和必要性，并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中医英语；语法教学；必要性；教学方法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the necessity and some teaching methods are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Keywords】 Chinese medical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Necessity; Teaching method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3
语法是语言的基本组织原则[1]，是语言发生作用的框架，

语言环境使得母语教学与二语教学在方法上有很大的差

也是语言学习和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我国绝大多数中医院校都

别：母语教学属于“习得—研究”模式，而二语教学则属于“研

开设了《中医英语》这门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借助英语这一媒

究—习得”模式。也就是说，母语的学习是在习得大量语言的

介向全世界传播中医文化。但是由于一度受流行于西方外语教

基础上去研究“语言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二语习得在缺乏

学界中的语法交际教学法的影响，我国英语教学领域出现了诸

语言交流环境和跨越母语障碍的情况下使得这一自在过程本

如“忽视语法教学”或“淡化语法教学”的现象。近几年的中

末倒置，面对新的语言，学习者第一反应就是“语言为什么这

医英语教学实践使笔者深谙忽视语法教学给学生带来的严重

样”。语法知识获得的过程正是这一问题的解决的过程；语言

后果：读不懂医药类外文文献中语法逻辑性稍强的复杂句；所

能力的培养正是二语习得者通过对英语语法的系统学习和反

著论文的英文摘要语法混乱、遣词不准等。因此，笔者认为，

复实践练习牢固地掌握各种语法规则并使之运化的过程。

语法教学是中医英语教学中的重要环节，现就其必要性和教学
方法与大家共同探讨。
1

中医英语语法教学的必要性

母语是二语习得者在应用第二语言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对
他们来说，二语应用的一般模式为“母语—语法转码—目的
语”，语法转码是这一模式的关键环节。英语教学不能也不可
能消除这一中间环节，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通过系统的语法学习

无论在任何学习阶段，英语教学的总体目标都是培养学生

和实践练习使这一语言转码的时间变短，使这些语法知识“淡

包括听、说、读、写等技能在内的综合能力，使他们能够使用

化”、“背景化”（我们在进行简单英语交流的时候根本不去考

英语以各种方式交流信息。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不论哪一种

虑语法，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在初学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只是这

能力的培养都无不与语法知识息息相关。要想说出、写出、读

些语法已经成为我们交流时的隐性因素）。因此，从二语习得

懂每一句英语，就必须有意识或潜意识地熟练运用各种语法规

模式上来说，语法习得必不可少。

则，这是他们培养语言基础、语言素质和语言交际能力不可逾
越的屏障。

从二语习得对象来说，中医专业的学生有着特殊的语法学
习的必要性。看懂外文文献是他们获得新知、拓展视野、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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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与世界其他医学接轨的首要条件，而这些国外文献除了专业

是目前比较受欢迎的教学方法，但其在克服翻译法缺陷、调动

词汇外，语言的逻辑性比较强，语法结构也就比较严谨。同样，

学生语法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不足：过分注

要想使自己的著作或文章既能让国外同行读懂而又不失其深

重语言的口头交际功能，忽略了其书面功能。因此，只有两者

度，也需要在语法方面进行锤炼。

有机地结合，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鉴于此，笔者在中医

2

英语语法教学中通常以“新”字入手，做到方法新、形式新、

中医英语语法教学方法

知识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提到语法教学，人们常把“枯燥乏味”与之联系在一起，

方法新，从授课策略来讲，把传统的“讲——练”模式变

加之中医文本医理深奥、文化内涵丰富，英语语法教学更需在

为“练——讲”模式。这种模式使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带

汲取传统教学优点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增强教学的趣味性，提

着问题从教师的理论讲解中寻找解决的途径，其中调动同学们

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思考的积极性、主动性至关重要。笔者常采用的方法有：悬念

2.1 分层教学与重点教学相结合

法（以试题或有趣的句子为悬念讲解同学们早已遗忘或尚未了

知识庞杂，头绪繁多，顾此失彼是英语语法学习中的最大

解的语法知识）、类比法（引导同学以已知的语法知识推出相

困惑。因此，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重点突出的教学规律，

关未知的语法知识）、崩溃法（设置语法陷阱，让大部分同学

体现教学的层次性、系统性尤为重要。就本科生的英语语法教

尝到由于疏忽大意而酿成的苦头，从而加强语法重点、难点的

学而言，此教学法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①准确把握语法点

讲解）等。

在初、中、高各阶段之间的联系，框架性讲解与历时、共时性

形式新，笔者将语法项目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语言材料

思考相结合。框架性讲解使得各阶段相关知识呈现明显的阶梯

（如从报纸、杂志、书籍、电视等资料中选择的材料）结合起

性；历时、共时性思考方式既能使学生看到某一知识点的演变

来进行教学，让学生对这些语料进行分析总结，了解其实际运

历史及各阶段对他们能力的要求，又能让他们把握此知识点在

用。有时设计各种语境，让学生操练语法项目，培养其在真实

某一语境下与其他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②准确把握某一

语言环境中运用语言的能力。有时也以语法项目知识点为中心

语法点与其他语法点之间的联系，系统性讲解与发散性思维相

开展各种游戏竞赛，丰富课堂活动，或利用多媒体网络课件教

结合，既做到有点有面、面面俱到、详略得当、层次分明，又

学，丰富教学内容。

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及发散思维能力，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

知识新，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高中阶段已

性。

经学完了所有的语法内容，本科阶段只是扩充词汇和提高阅读

2.2 语法教学与语篇教学相结合

能力，不需要再学习语法。另外，部分老师循规蹈矩的语法讲

语法教学侧重于语言形式，语篇教学侧重于语言的意义和

解使同学们更加坚定了这种认识。其实，语言是发展的，对语

功能。语法教学有助于语篇的理解，语篇的理解体现了语法教

言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这需要在语法教学过程中温故知新，

学的意义和目的。为此，语法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句子层面，应

推陈出新。只有这样才能让同学体会到知识更新时的愉悦感和

该在篇章层面上通过句际关系使学生了解特定语法项目的表

成就感，提高他们英语学习的兴趣。

达功能，使学生在一种有意义的环境中获得对语法结构的认
3

识，提高英语学习的综合能力。

结

论

中医英语没有专门的语法课，语法知识的讲解往往要渗透

语言既是交际工具，也是思维工具；既有交际属性，也有

于课文的讲解之中。传统的语法教学通常只是对文中的某一知

认知属性；既是行为习惯，又是结构模式；既是功能系统，又

识点进行讲解与归纳，必要时要求学生对其进行练习。尽管这

是规则和知识系统。而语法教学可以使学生历练思维、认知语

种做法有其必要性，但英语中很多项目虽具有相同的语法功

言的结构模式和运行规则，从而更好地运用语言。因此，语法

能，但意义却有所差别。这种单纯的语法讲解只注重语法结构

教学在任何时候、任何阶段、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淡化。[4]本科

和形式，而未考虑其语法意义，从而失去了语法学习的意义。

阶段英语语法的学习既是对初高中阶段英语学习的巩固，又是

因此，语法规则的讲解和练习要与其语法意义相结合，要放之

对英语语法学习本身的深入，也是促进中医文化世界性的交流

于具体的交际语言环境里，通过适当的语境去传达语法信息，

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

培养学生准确运用语法的能力。
在教学中，教师可对精读课里的语法难点加以剖析，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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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骨外科颈骨折并肩关节脱位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humerus surgical neck fracture joint shoulder dis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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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手术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的有效方法。方法：按照计算机数字表法将 99 例肱骨外科
颈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患者随机分为 A、B、C 三组，各 33 例，A 组采用切开交叉克氏内固定治疗，B 组采用切开钢板内固定治
疗，C 组采用切开外展支架固定治疗，比较三组患者术后 3、7、14d VAS 评分，比较患者下床活动时间、骨折愈合时间、平均治
疗费用、并发症发生率，术后 6 个月肩关节功能。结果：A 组患者术后 3、7、14d 明显低于 B 组和 C 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A 组患者下床时间、骨折愈合时间、平均治疗费用、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 B 组和 C 组，Neer 评分高于 B 组和
C 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切开交叉克氏内固定治疗手法闭合整复失败的肱骨外科颈骨折合并肩关节
脱位患者具有骨折愈合快，治疗成本和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点，可优先选用。
【关键词】 肱骨外科颈骨折；肩关节脱位；克氏针内固定；Neer 评分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treating humerus surgical neck fracture joint shoulder disloca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omputer digital table method, 99 patients of humerus surgical neck fracture joint shoulder disloc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B, C three groups, 33 in each group. Group A was given crossed-pin interior fixation, Group B was given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Group C was given open reduction upper limbs abducens support fixed treatment. Compare VAS scores in three
groups postoperative 3, 7, 14 days, out-of-bed activity time, fracture healing time, average treatment costs, com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6 months of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Results: VAS scores in group A postoperative 3, 7, 14 days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and group C,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Group A has lower bed time, fracture healing time, average treatment
costs and complication rate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and group C. Neer scores in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and
group C,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Crossed-pin interior fixation treatment has quick healing time, lower treatment
cost and lower complication occurence rate on treating humerus surgical neck fracture joint shoulder dislocation.
【Keywords】 Humerus surgical neck fracture; Shoulder dislocation; Crossed-pin internal fixation; Neer sco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4
肱骨外科颈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是骨科临床常见病，肱

准：①肱骨外科颈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患者；②年龄 18～70

骨外科颈骨折是指发生在肱骨解剖颈下 2～3cm 处的骨折。肩

岁；③闭合复位新鲜手法闭合整复失败患者。④无凝血功能

关节是人体活动度最大且最不稳定的一个关节，且由于其位

障碍等手术治疗禁忌证。排除标准：①年龄<18 岁或者>70 岁；

置关节、在外界暴力冲击下极易发生骨折和关节脱位。采取

②合并其他部位严重创伤；③合并手术治疗禁忌证；④陈旧

科学有效的治疗措施对患者进行治疗是保证临床治疗效果的

性骨折；⑤中断治疗和随访者；⑥合并心理应激障碍、精神

关键。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我们采用三种不同手术方法

系统疾病，不能配合治疗和研究工作。本研究严格按照随机

对 99 例新鲜手法闭合整复失败的患者进行治疗，现将结果报

方法分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道如下。

可比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99 例患者均为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在我科进行手

1.2 方法
三组患者中 62 例患者采用臂丛阻滞麻醉，37 例患者选用
全麻。常规消毒后铺无菌巾，采用肩关节前侧切口进行手术。
A 组患者采用交叉克氏内固定：从三角肌纤维间隔进入后显露

术治疗的肱骨外科颈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患者，其中男 62 例，

肩关节，清理关节腔内淤血以大结节或肱二头肌长头腱沟为标

女 37 例；年龄 18～70 岁；平均年龄（58.7±8.2）岁；受伤

志整复对位[1]，X 线核实复位良好后，采用 2 枚克氏针进行固

后到就诊时间 20～185min，平均（35.5±17.2）min。按照计

定[2]。肩关节被动活动灵活无摩擦感后，常规置引流管，结束

算机数字表法将 99 例患者 A、B、C 三组，各 33 例。入组标

手术。抬高悬吊患肢。B 组采 33 例患者用切开钢板内固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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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3]，C 组 33 例患者采用切开外展支架固定治疗[4]。术后均随

采用 Excel2003 和 SPSS19.0 进行原始数据记录和统计处

访 6～18 个月。

理，统计方法包括秩和检验、t 检验、x2 检验，P<0.05 为差异

1.3 评价指标

有统计学意义。

比较三组患者术后 3、7、14dVAS 评分，比较患者下床活
动时间、骨折愈合时间、平均治疗费用、并发症发生率，术后

2

结

果

2.1 三组患者术后 3、7、14dVAS 评分结果比较

6 个月肩关节功能。关节功能评价采用 Neer 评分进行。

见表 1。

1.4 统计学方法
表 1 三组患者术后 3、7、14dVAS 评分结果比较（分， x ± s ）
组别

n

术后 3d

术后 7d

术后 14d

A组

33

6.47±1.74

3.10±1.12

1.18±0.20

B组

33

7.54±1.92

5.59±1.54

4.24±0.75

C组

33

7.72±2.14

5.04±2.08

3.59±0.97

注：三组间比较 P<0.05，A 组与 B 组比较 P<0.01，A 组与 C 组比较 P<0.01。

2.2 三组患者下床时间、骨折愈合时间、平均治疗费用、Neer

见表 2。

评分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表 2 三组患者下床时间、骨折愈合时间、平均治疗费用、Neer 评分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n

下床时间（d）

骨折愈合时间（d）

平均治疗费用（元）

Neer 评分（分）

并发症发生率[n（%）]

A组

33

3.67±1.24

82.52±3.59

3557.24±457.65

92.25±5.40

2（6.06）

B组

33

5.13±2.49

84.17±4.24

5254.60±719.20

84.32±7.17

3（9.09）

C组

33

7.24±2.67

90.29±5.82.

4724.27±514.39

79.42±7.66

6（18.18）

注：三组间比较 P<0.05，A 组与 B 组比较 P<0.01，A 组与 C 组比较 P<0.01。

3

讨

论

肱骨外科颈骨折是临床常见病，多见于车祸、外力打击伤
等剧烈暴力冲击后。肩关节是人体活动度最大且最不稳定的关
节之一，外力作用下易发生肩关节脱位。肱骨外科颈骨折合并
肩关节脱位使患者伤情复杂化，治疗时应将肩关节复位后将骨
折端复位，牢固定，术后给予积极的康复治疗措施，是保证治
疗效果的关键措施。卢明挺研究认为年龄、骨折移位、复位情
况以及康复治疗时间是影响肱骨外科颈骨折后肩关节功能的
主要影响因素[5-6]。宋崇华[2]采用闭合复位经皮交叉克氏针内固
定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取得良好治疗效果，早期进行康复锻
炼对患者患肢关节功能恢复具有重要意义。而切开钢板内固定
治疗也是临床常用的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的方法之一[3]，但是
由于去除钢板会给患者造成二次创伤，患者痛苦较大，且不利
于患者的康复治疗，临床开始减少应用。切开复位上肢外展支
架固定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需要患者长时间卧床[4]，增加患者
痛苦和不适，切由于康复治疗延后，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较慢，
后遗症发生率较高。
A 组患者术后 3、7、14d 明显低于 B 组和 C 组，组间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患者下床时间、骨折愈

（P<0.05）
。
综上所述，切开交叉克氏内固定治疗手法闭合整复失败的
肱骨外科颈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患者具有骨折愈合快，治疗成
本和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点，可优先选用。
参考文献：
[1]孙国锋.肩关节脱位并肱骨外科颈骨折治疗体会[J].吉林医学,2011,32(27):
57-58
[2]宋崇华.肱骨外科颈骨闭合复位经皮交叉克氏针内固定治疗[J].中国卫生产
业, 2011,8(1):98
[3]吴昊,查振刚,林宏生,等.人工肱骨头置换与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治疗肱骨
近端粉碎性骨折的对比研究[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10,30(3):560-564
[4]王厚前,刘贵政,尹明明.上肢外展支架固定内收型肱骨外科颈骨折[J].中
医临床研究,2010,2(13):51-52
[5]卢明挺.老年人肱骨外科颈骨折后肩关节功能恢复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
现代医生,2012,50(8):59-60
[6]Brorson S, Frich LH, Winther A,et al.Locking plate osteosynthesis in
displaced 4-part fractures of the proximal humeru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enefits and harms[J].Acta Orthop,2011,82(4):475-481

合时间、平均治疗费用、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 B 组和 C 组，
Neer 评分高于 B 组和 C 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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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结果对比研究
Comparing the masccline rate of biological assay from different specimen
赵 建
（河南省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基础医学部，河南 南阳，4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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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结果及其对比分析。方法：比较 2010～2012 年 20000 份临床标本
（呼吸道标本、血培养标本、其他非呼吸道标本，以及大便标本）的微生物检验阳性率，并对其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与
2010～2011 年相比，2011～2012 年呼吸道标本和其他非呼吸道标本的微生物检验阳性率明显降低，而血培养标本阳性率显著升高，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针对不同临床标本的微生物检验阳性率，寻找其原因，为临床疾病的诊断及预后判断，提供
客观依据。
【关键词】 标本；微生物检验；阳性率；对比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biological assay. Methods: The masccline rates of 20000
specimen collected from 2010 to 2012 were compared and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masccline rate of the respiratory passage
specimen collected from 2011 to 2012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masccline rate of the hemoculture specime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specimen from 2010 to 2011 (P<0.05). Conclusion: To analyze the reason of the biological masccline rate of
different specimen and to provide objective principl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Keywords】 Specimen; Biological assay; Masccline rate; Compa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5
临床微生物检验能够提供病原学依据，作为感染性疾病

1.2 检测方法

的重要诊断方法，广泛应用于疾病的诊断及预后的判断等方

通过法国梅里埃公司的全自动细菌鉴定分析仪，严格按照

面，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所以，加强病原微生物

标准操作规程，执行质量控制保证，完成不同临床标本的微生

的检测水平，提高其阳性率，成为微生物检验的关键环节[1]。

物检测。

本研究中，比较 2010～2012 年 20000 份临床标本（呼吸道标

1.3 统计学方法

本、血培养标本、其他非呼吸道标本，以及大便标本）的微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

生物检验阳性率，并对其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汇

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

报如下。

义。

1

材料与方法

2

1.1 材料

结

果

与 2010～2011 年相比，2011～2012 年呼吸道标本和其他

2010～2012 年期间（分为 2 个时段：2010 年 10 月～2011

非呼吸道标本的阳性率明显降低，而血培养标本阳性率显著升

年 9 月、2011 年 10 月～2012 年 9 月）
，20000 份临床标本（呼

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大便标本检测的阳性率没

吸道标本、血培养标本、其他非呼吸道标本，以及大便标本）。

有明显变化，详细结果见表 1。

表 1 2 个时段我院临床标本的微生物检测阳性率结果（n，%）

3

时间段

呼吸道标本

血培养标本

其他非呼吸道标本

大便标本

合计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9 月

1550/4350，35.6

110/1420，7.7

600/1820，33.0

5/410，1.2

8000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9 月

1860/6010，30.9

240/2420，9.9

850/2960，28.7

6/610，1.0

12000

卡方值

25.07

5.09

9.64

P值

<0.05

<0.05

<0.05

讨

论

近年来，随着微生物检验技术的飞速发展，微生物检验逐
渐成为感染性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依据，发挥了重要的临床
意义。本研究对 2 个时段不同临床标本的微生物检验阳性率进
行比较，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3.1 微生物标本采集不规范[2]
微生物标本包括采集申请、患者准备、标本采集以及标
本运输多个环节组成，由于环节较多，潜在的风险因素就相
应较大，每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标本采集的不规范，
导致阳性率的降低；临床医务人员如果不了解标本采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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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注意事项等情况或者没有将这些要求清楚地告知患者，

备的质控等方面的标准操作规程，并严格遵守执行，完成各

都可能导致标本采集不合格，从而影响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

种临床标本的微生物检验。另外，检验人员还需要严格执行

性率；中段尿培养、大便培养等标本，多由患者自行取样，

对检验结果的审核及发放工作，确保检验报告的完整性、准

如果护理人员的宣讲不到位，很可能导致标本量不足，或者

确性和及时性。
本研究中，未包括真菌、解脲脲原体、以及人型支原体的

没有取到具有临床意义的异常样本，导致微生物检验的阳性
率降低。血培养微生物检验作为菌血症、败血症的重要依据，

阳性报告，所以，上述标本阳性率的起伏情况，也有待进一步

但是目前临床常出现采血量不足、采血时机不合适等问题，

的分析。我们认为，临床检验人员需要与医师加强沟通，经常

对于成人应采集 8～10ml，在发病初期、发热高峰期，采集

更新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检验技能，严格遵守本实验室检验操作

相对较合理。

规程，提高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为临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3.2 微生物标本的保存、运输过程不规范[3]

以及预后的判断等方面，发挥有效的辅助作用。

微生物的保存和运输中，以保持病原微生物的活力，防治
污染和过度繁殖为原则。针对不同的临床标本，采取不同的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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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干预在乳腺纤维瘤手术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in the operation of mammary adenofibroma
李立英
（山东聊城茌平县人民医院，山东
中图分类号：R737.9
【摘

茌平，2521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107-02

要】 本文将对进行手术治疗的乳腺纤维瘤患者进行分组护理，采用不同的护理方法，从而探讨乳腺纤维瘤手术治疗的

正确护理措施，为提高乳腺纤维瘤患者的护理效果以及生活质量提供可靠临床依据。
【关键词】 临床护理干预；乳腺纤维瘤；手术；应用
【Abstract】 The patients undertaking the operation of mammary adenofibro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given
different clinical nursing treat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ct nursing measure of mammary adenofibroma operation and increas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life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Keywords】 Clinical nursing; Mammary adenofibroma; Operation;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6
乳腺纤维瘤是临床常见的乳房肿瘤之一 [1] ，且为良性肿
瘤 ，其多发人群为育龄女性[3]，以未婚育龄女性最为常见[4]。

1

资料与方法

[2]

目前临床治疗乳腺纤维瘤疾病的主要方法为手术治疗，且效果
显著。本文将对我院自 2011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前来就诊并进行手术治疗的 42 例乳腺纤维瘤患者进行分组护
理，采用不同的护理方法，从而探讨乳腺纤维瘤手术治疗的正

1.1 一般资料
本文将对我院自 2011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
来就诊并进行手术治疗的 42 例乳腺纤维瘤患者进行分组护理，
按照随机的方式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即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确护理措施，为提高乳腺纤维瘤患者的护理效果以及生活质量

患者 21 例。研究组 21 例乳腺纤维瘤患者中所有患者均为女性，

提供可靠的临床依据，现结果如下。

年龄在 19～3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5.3±0.9）岁，病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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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径在 0.5～2.1cm 之间，平均病灶直径为（1.3±0.6）cm，单发

导以及运动护理等；对照组乳腺纤维瘤患者仅进行常规护理

乳腺纤维瘤患者为 16 例、多发乳腺纤维瘤患者为 5 例；对照

措施。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等，

组 21 例乳腺纤维瘤患者中所有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在 18～37

给予统计学分析，得出结论。护理满意度评分采用自评量表，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4.9±0.7）岁，病灶直径在 0.4～2.2cm

患者本人实际填写，满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则护理满意度

之间，平均病灶直径为（1.4±0.5）cm，单发乳腺纤维瘤患者

越高。

为 15 例、多发乳腺纤维瘤患者为 6 例。研究组与对照组乳腺

1.3 统计学方法

纤维瘤患者在性别、年龄、发病类型、病灶大小、教育背景以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

及社会经历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且 P>0.05，两组患者一般资

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料具有临床可比性。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研究组与对照组乳腺纤维瘤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并给

2

结

果

予常规护理措施，如病情观察、生命体征监测、用药护理、

研究组与对照组乳腺纤维瘤患者进行不同护理措施后，对

切口护理等。研究组乳腺纤维瘤患者在进行常规护理基础上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住院时间等进行对比分析，具体

给予护理干预措施，内容包括心理护理、饮食护理、健康指

结果见表 1。

表 1 研究组与对照组乳腺纤维瘤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住院天数对比分析（n，%）
组别

n

平均住院天数（d）

并发症发生人数

研究组
对照组

21

11.6±1.3

21

17.2±1.5

P值

并发症发生率

护理满意度平均评分（分）

2

9.52

97.68±1.69

7

33.33

89.21±2.35

<0.05

<0.05

<0.05

由表 1 可知，研究组乳腺纤维瘤患者进行常规护理与护理

后留下明显疤痕、术后患者体型受到影响等，此时护理人员应

干预相结合的综合护理措施后，其平均住院天数为（11.6±1.3）

及时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如耐心为患者讲解手术具体内容以

d、并发症发生率为 9.52%，明显低于对照组，仅进行常规护理

及预后情况，指导患者家属对其进行配合治疗，给予患者适当

措施的乳腺纤维瘤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为（17.2±1.5）d、并发

自信心，从而使患者以最佳的心态接受治疗。进行手术治疗的

症发生率为 33.33%，且 P<0.05，两组患者对比结果具有统计

乳腺纤维瘤患者应进行适当的饮食护理，日常饮食应以清淡为

学意义；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平均评分为（97.68±1.69）分，

主，且易消化、高营养，食物中应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等营养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平均评分（89.21±2.35）分，且

成分。患者进食应避免辛辣、刺激类食物，忌烟酒，适当给予

P<0.05，两组患者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膳食纤维以预防便秘发生，必要时可给予缓泻剂，从而减轻患
者心脏负担。指导患者手术完成后三个月内佩戴起到向上托起

3

讨

论

3.1 常规护理措施

作用的运动胸罩，且患者日常应尽量减少运动量，以免出现过
度牵拉现象从而导致手术瘢痕程度加重[5]。

术前对患者进行各项临床检查以确定患者生命体征是否

综上所述，对乳腺纤维瘤手术治疗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

正常，若患者生命体征出现异常，应对其进行相应治疗与护理

与护理干预相结合的综合性护理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护理

后方可进行手术。进行手术前各项准备工作，如常规备皮、准

满意度，同时可明显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以及平均住院天

备器械等。术中严密观察患者病情变化以及生命体征检测，若

数，使患者达到更为有效的治疗效果，最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发现患者生命体征异常，应及时告知主治医生并配合其进行抢

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救护理。患者术后应对其伤口进行常规护理，术后 48h 应给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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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钠与尿激酶封管预防胸腔闭式引流管堵塞的
护理干预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using heparin and urokinase for tube sealing to
prevent the blockage of thoracic close drainage tube
赵伟红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河南 许昌，461000）
中图分类号：R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109-02

【摘 要】 目的：探讨预防胸腔闭式引流管堵管的护理方法。方法：对 240 例血性胸积液患者应用胸腔闭式引流管行经皮微
创胸腔置管闭式引流术，分为肝素钠组、尿激酶组及对照组，每组 80 例患者，前两组分别应用肝素钠与尿激酶封管；对照组应用
0.9%氯化钠注射液封管；观察各组胸腔闭式引流管堵管发生率。结果：肝素钠组有 2 例不完全的堵管，尿激酶组没有发生胸腔闭
式引流管堵塞，对照组发生堵管例数较多，与肝素钠组、尿激酶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肝素钠与尿激酶两组比较差别无统计
学意义。结论：应用肝素钠与尿激酶封管，可以避免胸腔闭式引流管堵塞的发生。
【关键词】 胸腔闭式引流管；肝素钠；尿激酶；封管；护理干预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preventing the blockage of thoracic close drainage tube. Methods:
240 patients of thoracic bloody hydrops were given micro-invasive thoracic closed drainage per cutem by thoracic close drainage tube,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80 in each group. The Heparin group and the Urokinase group were given heparin and urokinase for
tube sealing respectivel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0.9%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for tube sealing. Results: 2 cases in the heparin
group occurred incomplete tube blockage, none in the Urokinase group occurred incomplete tube blockage, and many in the concrol group
occurred incomplete tube blockag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Heparin group or the urokinase
group,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e heparin group and the urokinase group. Conclusion: Heparin and
urokinase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preventing the blockage of thoracic close drainage tube.
【Keywords】 Thoracic close drainage tube; Heparin; Urokinase; Tube seal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7
恶性胸腔积液见于肿瘤患者，对患侧肺造成严重压迫，

临床确诊为恶性胸腔积液患者，年龄 65～82 岁，平均（70.2±

导致患者明显喘息及胸闷，使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胸腔

3.2）岁，其中男 160 例，女 80 例。应用随机数字表随即分为肝

穿刺抽取胸腔积液是治疗的必要手段，但恶性胸腔积液增长

素钠组、尿激酶组及对照组，每组均为 80 人。

速度快，反复穿刺抽液不但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还易引发并

1.2 方法

发症。经皮微创胸腔置管闭式引流术只穿刺一次、创口小、

三组患者均在无菌操作下行胸腔闭式引流术，每天液体引

导管组织相容性良好、可长时间留置，提高了病人的舒适度，

流量达 1000ml 后进行封管并加闭胸腔闭式引流管。加闭引流

避免了反复胸腔穿刺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和产生气胸的危险，

管前肝素钠组应用肝素钠封管，尿激酶组应用尿激酶封管，肝

且便于观察记录胸腔积液的量、颜色及内容物，同时也便于

素钠及尿激酶分别应用 0.9%氯化钠注射液按每毫升溶液含肝

经闭式引流管行胸腔内药物治疗。但由于恶性胸腔积液多为

素钠 62.5u、尿激酶 3000u 稀释，具体操作为先以 0.9%氯化钠

血性，凝血因子、纤维蛋白原、蛋白质、血细胞含量大，且

注射液常规行脉冲式冲管，然后向胸腔闭式引流管内注入配制

闭式引流管质软、管腔细，容易导致引流不畅，闭式引流管

好的肝素钠、尿激酶的溶液封管，封管后加闭引流管；对照组

堵塞发生率高等现象 [1] 。从而影响治疗效果，并导致各种并

只应用 0.9%氯化钠注射液冲管并封管，具体操作方法同肝素钠

发症的发生，给患者带来身心、经济损害，因此保持胸腔闭

组及尿激酶组。

式引流管通畅至关重要。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40 名患者均来自 2007 年 1 月～2011 年 8 月我科收治的经

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软件，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下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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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性面瘫发病因素及中医症候研究现状存在的
问题探讨
Discussion on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pathogenic factors and
TCM symptoms
施 静 1 吴向农 2 郭太品 1，2 徐 红 1 熊尤龙 1 徐晓明 1 冯斯锋 1 莽成武 1 何天祥 1
（1.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 昆明，650021；2.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四川 成都，650021）
中图分类号：R7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7-0110-03

证型：IDBG

【摘 要】 中医治疗周围性面瘫有其独特的优势，其发病学研究的欠缺和中医辨证分型标准的不统一长困惑着临床医生。本
课题以此立题，从研究云南地区贝尔麻痹的发病因素入手，从发病季节、气候、患者体质状况、心理因素等多个角度和层面探讨
本病的不同证候发病学方面的差异以及本病发展的不同阶段证候特征，为预防和治疗本病及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提供科学的
依据，是极具理论和临床指导意义的。
【关键词】 面瘫；发病因素；中医症候
【Abstract】 TCM has special advantages in treating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pathogenic. Epidemiological pathogenesis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ype standard haven’t reported so far. Therefore, our project investigated them in Yunnan province involving
seasons, climate, TCM constitution, psychological factor et al, which was valuable fo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of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Keywords】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Epidemiological pathogenesis; TCM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8
周围性面瘫又称贝尔麻痹、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是因茎乳

孕妇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患病率相当于同龄男性的 2～4

孔内面神经非特异性炎症所导致的周围性面瘫。其主要症状表

倍，是同龄非妊娠妇女的 3.3 倍。该学说认为孕期的激素变化

现为患侧面部表情肌瘫痪，症状发生突然，进展迅速，可在数

可能是孕期神经系统发病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小时或 1～3d 内达到高峰。伴随症状可能有听觉过敏，泪液减

另外，疲劳及心理因素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本病确切

少，味觉改变及耳后乳突区疼痛、耳内或下颌角疼痛。本文探

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对于本病的明显的区域性发病特征的流

讨其发病机制极其存在的问题，以此探讨开展中医流行病学调

行病学研究几乎空白，仅见以北京某医院收治患者为研究对象

查的重要性。

的一项研究[5]。

1

面瘫发病机制

2

中医症候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
、
《维普》等数据库 1994 年以来

在本病的病程分期、辨证分型方面，各个医家尚未形成统

可以检索到的 3000 余篇“面瘫”相关文献以及涉及贝尔麻痹

一看法，如病程分期方面，吴扬扬[6]将面瘫分为三期：急性期

的专著进行查阅，发现探讨贝尔麻痹病因病机方面的文章只是

（脉络空虚，风邪入中，为发病 10d 内）
；恢复期（气血瘀阻，

提出了各种假说。

为发病 1～2 周后）
；后遗症期（经脉闭阻，气血瘀滞，为发病

1.1 面神经微循环障碍学说[1]

；
1 个月后）
。曹莉[7]将面瘫分四期：急性期（面瘫出现后 1～7d）

认为寒冷刺激可以造成头面部血管痉挛，引发面神经骨管

静止期（面瘫出现后 8～14d）
；恢复期（面瘫出现后 15～30d）
；

内缺血，继之血管内皮损伤水肿，骨管内水肿又压迫面神经形

后遗症期（面瘫出现后 30d 以上到数年不等）
。临床分型方面，

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面瘫的发生。

各医家也有较大差异，如杨廉[8]将面瘫分为五型：风寒型、风

[2]

热型、阳明实热型、少阳湿热型和肝阳上亢型；王声强等[9]将

1.2 病毒感染学说

认为单纯疱疹病毒（HSV）感染可直接损害面神经而致面
神经麻痹。

面瘫辨证为风寒型、风热型、阳明实热型、风痰阻络型、肝胆
火逆型、气滞血瘀型和气血虚弱型；也有简单分为风寒型、风

[3]

1.3 血管内凝血学说

此学说是微循环学说的另一延伸，最终假说归于微循环障
碍，有研究显示 Bell 麻痹患者的血浆内皮素水平较健康人有明

热型和气血虚弱型者[10]。
3

问题及展望

3.1 分期、辨证分型的不统一

显升高。
[4]

1.4 类固醇激素学说

病程分期、辨证分型的不统一导致研究无法系统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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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目前中医对本病的研究多局限于临床疗效观察的层面，而

经筋失养，筋肉失于约束，寒主收引，寒胜则筋急，热胜筋缓，

前瞻性的对照研究则较少。因此把现代医学研究与中医理论紧

缓急不均，遂牵掣而见僻诸症。

密结合起来，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究，找出导致发病的主要

3.2.2 有利于针灸的规范治疗

因素，摸清其各阶段的中医症候，规范本病的分期分型，并探

通常情况下，面神经麻痹预后较好，约有 3/4 患者恢复正

索发病因素和中医证候之间的相关性，将会是走出本病研究低

常功能，仅有 1/10 患者遗留轻微后遗症，但仍有 1/6 患者遗留

水平重复困境的一条可行出路。

有中至重度面肌无力、挛缩、偏侧面肌痉挛或面肌联合运动，

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是错综复杂的，在现实的数据中，我

给他们今后的生活带来面部表情甚至社会交际方面的缺憾。越

们经常遇到的是多元的情况，而不仅仅是单一的自变量和单

来越多的证据表明[15]，对该类患者预后影响最重要的是其治疗

一的因变量。因此要用到多元的分析方法。多元分析处理的

方式。未经治疗的面神经麻痹患者会遗留明显的面肌功能障

是多指标的问题，由于指标太多，使得分析的复杂性增加，

碍，并导致其生活质量降低。目前，西医治疗本病主要采用口

观察指标的增加本来是为了使研究过程趋于完整，但反过来

服阿昔洛韦和泼尼松联合治疗、维生素 B12、高压氧治疗等，

说，为使研究结果清晰明了而一味增加观察指标又让人陷入

而中医中药、针灸以及穴位贴敷等方法疗效确切，多年来一直

混乱不清。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指标间经常具备一定的相关

广泛应用于临床。本病为 WHO 公布的适应针灸治疗的 43 种

性，故希望用较少的指标代替原来较多的指标，但依然能反

适应证之一，较多研究表明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神经瘫痪疗效可

映原有的全部信息，于是就产生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聚类

靠。但中医对本病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对本病的病因及病

分析等方法。

机的研究不够，如前文所述，贝尔麻痹发病的区域性特征就无

3.2 规范统化研究的重要性

从解释，另外，在病程分期、辨证分型和治疗方面，各个医家

3.2.1 有利于对疾病的认识

尚未形成统一看法，这也是制约防治本病的研究进一步开展和

由于面神经支配着面部表情肌的运动，对人的日常生活和

深入的又一重要因素。目前中医对本病的研究多局限于临床疗

社会交往十分重要，一旦受损会对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造成重大

效观察的层面，而前瞻性的对照研究较少，因此应把现代医学

[11]

，耳鼻咽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整形美容外科、

研究与中医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究，找

口腔颌面外科和中医科等多个专业都涉足于该领域，已成为研

出导致发病的主要因素，摸清其各阶段的中医症候，并探索二

究热点之一。

者之间的相关性，为最终研究出防治面瘫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影响

贝尔麻痹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约占急性面神经麻痹的

和药物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提供科学依据，使更多的面瘫患

3/4，最常见于 15～45 岁年龄组的人群，男性略多，但孕妇发

者摆脱面瘫的困扰。因而对于贝尔麻痹的发病因素、中医证侯

病率较高（45/10 万）
。发病率约为 20～30/10 万人，流行病学

规律及二者相关性的深入研究是必要的，是极具理论和临床指

调查表明我国城市居民中 Bell 麻痹的患病率为 425.7/10 万人

导意义的。

口，农村为 258/10 万人口，均明显高于欧美国家 20/10 万人的
[12，13]

综上所述，目前中医对贝尔麻痹发病学研究仍然欠缺，中

。说明本病的发生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不同

医辨证分型标准也不统一。故本课题从研究云南地区贝尔麻痹

地区医学同行的交流及外出进修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在

的发病因素入手，从发病季节、气候、患者体质状况、心理因

我国不同地区该病的发病情况也有较大的差异，但目前国内尚

素等多个角度和层面探讨本病的不同证候发病学方面的差异

无确切的统计数据。

以及本病发展不同阶段的证候特征，为预防和治疗本病及研究

年发病率

本病的病因很多，因骨性的面神经管内仅能容纳面神经通
过，任何因素导致面神经发生缺血、水肿都必然导致面神经受
压而致本病的发生。目前认为本病的发生与疲劳及面部、耳后
受凉，受风有关，另外，病毒感染和自主神经功能不稳等引起
[1]

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提供科学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李健东,赵亮,王佳,等.贝尔麻痹的发病诱因调查[J].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的局部的神经营养血管痉挛也是导致本病的主要病因 ，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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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毒）DNA 。也有调查显示

，心理因素也是引发本病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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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医学耳鼻咽喉科学分册,1996:20(4):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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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吉平,王军.贝尔麻痹发病与辨证分型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J].北京中医

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 1994 年以来可以检索到的 3000 余篇

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07,14(3):8-10

“面瘫”相关文献进行查阅，发现探讨本病病因病机方面的文

[6]吴扬扬.面神经麻痹各期的针刺治疗体会.河北中医,2004,26(3):212

章也较少。这无疑制约了预防和治疗本病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7]曹莉.分期辨治面神经麻痹的体会[M].上海针灸,2002,2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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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声强,白亚平,王子臣.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临床评估及疗效判定标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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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草案)[J].中国针灸,2006,26(11):829-832

不固，风寒或风热之邪乘虚侵袭面部经络，导致气血痹阻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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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表 1 三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
组别

n

堵管

不堵

堵管率（%）

尿激酶组

80

0

80

0

肝素钠组

80

2

78

3

80

10

70

13

对照组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4

讨

论

应用胸腔闭式引流管引流恶性胸腔积液只穿刺一次，引流
管留置时间长，减少了多次胸腔穿刺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同时
减少了多次穿刺引起的气胸、、血胸、胸膜反应等穿刺意外的
发生；胸腔闭式引流管管体柔软、直径小、对穿刺部位刺激小，
患者舒适度高，可形成密闭系统，因而长期留置不会引起感染；
还可动态观察积液情况并通过导管可向胸膜腔内注入药物治
疗；可自行控制引流速度。但因闭式引流管管腔狭小，恶性胸
腔积液内含有多种促凝物质及因子，极容易引起引流管堵塞。
因此加强引流管的护理，预防引流管堵管保持官腔通畅至关重
要。
引流管的堵塞大致原因分为血栓性堵塞和非血栓性堵塞[2]。
恶性胸腔积液中含有大量血细胞及凝血因子，积液随着患者运
动而反流入引流管，在管腔内形成血凝块或血栓[3]导致官腔阻
塞。另外恶性胸腔积液中含有大量纤维蛋白原、蛋白质，且肿
瘤患者体内肿瘤的各种代谢产物及肿瘤溶解碎片大量进入胸
腔积液，使积液粘稠度增高，这些物质会在引流管表面及官腔
内部逐渐形成薄的纤维蛋白层，诱发或加重栓子的形成，而导
致完全堵塞。长期反复经闭式引流管向胸腔内注射药物可使管
腔内壁损害从而管壁会变的粗糙，部分药物沉淀在导管内壁上
出现堵塞。
肝素钠系自猪的肠粘膜或牛肺中提取精制的一种硫酸氨
基葡聚糖的钠盐，属于黏多糖类物质，在多个凝血环节发挥抗

白堆积物；它使血栓内纤蛋白溶解而使血栓崩解，溶栓特异性
强，全身纤溶作用小，出血率低，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溶栓治疗
[4]

。另外美国 NKF-K/DOQI 报道，在透析过程中持续 3h 给予

尿激酶 25 万 U 对导管内纤维蛋白鞘是安全有效的[5]。
总之，在应用胸腔闭式引流管行胸腔闭式引流过程中应加
强观察和护理，同时嘱患者改变体位及活动时避免压迫引流
管，防止引流管扭曲成角，避免引流管堵塞，每次加闭引流管
之前应用肝素钠或尿激酶封管可明显减少引流管阻塞的发生
率。
参考文献：
[1]胡广杰.中心静脉导管引流胸腔积液时导管堵塞的原因分析及对策[J].护
理学杂志,2005,20(13):24
[2]郑春辉,王风,陈强谱.经外周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并发症及防治[J].
中华护理杂志,2004,39(9):700-701
[3]罗洪,陈宏基,姜海平.经外周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堵塞物的实验室观察
[J].中华护理杂志,2007,42(6):549-550
[4]陈玉叶,陈风萍,林寒英.化疗患者使用 PICC 导管的护理问题及对策[J].当
代护士,2007,9:59-60
[5]美国 NKF-K/DOQI 工作组.慢性肾脏病与透析的实践指南[M].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2003:489

课题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课题（NO.09YO241）。

凝作用，在体内和体外均有抗凝作用，因而它能抑制胸腔闭式
引流管内的血栓形成并可阻止已经形成的血栓的进一步发展，
阻断引流管物表及内壁纤维蛋白套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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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激酶是一种抗纤溶酶制剂，其本身不与纤维蛋白结合，
而是直接激活纤溶酶原使之活化为纤溶酶，从而使纤维蛋白凝
块、凝血因子 I、V 和 VIII 降解，并分解与凝血有关的纤维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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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病实验研究近况
Experimental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RE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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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胃食管反流病危害较大，且容易复发，在现代社会发病率高，中医药治疗效价比高，在实验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拓
展深化，为后期治疗的规范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胃食管反流病；病因；病机；实验研究；氧化应激
【Abstract】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is very harmful and recrudescent, which is of high incidence rate in modern society.
TCM therapy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is disease and is expanded and deepen in research study to establish foundation for further treatment.
【Keywords】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Etiopathogenisis; Pathogenesis; Research study; Oxidative stres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69
胃食管反流病是临床上十分常见的消化道动力障碍性疾病，
指胃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不适症状和（或）并发症的一种
疾病[1]，其类型之一反流性食管炎（Rflux Esophagitis，RE）是
指内镜下见食管粘膜糜烂、溃疡等炎症病变。近年我国发病率
有所升高，且该病维持治疗时间长，副作用较大，经济负担重，

渴喜冷饮，大便干结，舌红少苔，脉细数。治宜养阴益胃、润
燥降逆[5]。
2

实验研究进展

2.1 中医药保护食管粘膜抗氧化应激作用

停药后容易复发，给患者带来较重的精神压力，同时病情发展

研究提示氧化应激是反流物损伤粘膜的重要机制之一。在

可能引发癌症，危害较大。近年来，临床治疗表明中医药治疗

正常情况下，食管粘膜所含的抗氧化剂少，酶活性大多存在于

该病，效果显著，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特别是随着实验研

上皮细胞内，这就使得食管粘膜在外源化合物刺激时易发生氧

究逐步深入，对中医药规范化治疗该病将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化应激，导致粘膜损伤。研究发现，中医药在治疗该病过程中，

1

可显著升高食管粘膜中抗氧化剂 SOD 的活性，降低 MDA 的含

中医病因、病机、辨证论治

量，对食管粘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实验提示治疗时可联合应
用外源性抗氧化剂减轻局部炎症反应[6]。

1.1 中医病因、病机
本病可属于中医学之“吐酸”、
“嘈杂”
、
“噎膈”
、
“梅核气”、

2.2 中医药保护食管粘膜抗癌变作用

“胃痞”等病范畴。病因多强调饮食不节、肝气犯胃，近年来

研究提示联合监测反流性食管炎的 PCNA、Ki-67、bcl-2

研究强调情志失调也是该病重要的诱发因素之一，基本病机可

的表达有助于判断食管细胞的增殖活性和肿瘤恶性倾向[7]。实

概括为胃气上逆、痰热内结，同时暴饮暴食，饮食伤胃可以说

验发现，通过观察中药组方对 RE 大鼠模型的组织及 PNCA 的

是本病的时代显著特点。

影响，证明中医治疗可有助于降低 PCNA 的高表达[8]。另有实
验发现，对实验性 RE 大鼠模型进行中药干预，亦可以明显降

1.2 中医辨证论治
本病可分为肝胃不和型、脾胃湿热型、脾胃虚弱型、阴虚
胃燥型，随着病情进展初期多为实症，经久不愈者痰阻血瘀、

低抑癌基因 p53 的表达，有效促进食管黏膜的修复[9]。
2.3 中医药保护食管调节胃肠激素作用
今年来，随着胃肠内分泌学的迅速发展，胃肠激素的研究

胃阴亏损、脾胃虚寒为其最后的病理转归。
1.2.1 肝胃不和型：证见胃胀连及两胁，胸中嘈杂如饥，暖气

也取得显著进展。胃肠激素对消化系统功能有重要调节作用，

频作，咽中干，时作痒，口干苦，泛酸，伴胸骨后正中区灼热

与消化道运动功能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表明，胃食管反

[2]

感，舌质红，苔白腻，脉细弦。治宜疏肝和胃、清泄郁热 。

流病患者空腹血浆酪酪肽（PYY）、胃动素水平降低，而神经

1.2.2 脾胃湿热型：证见病程缠绵，胃脘嘈杂隐痛，饥饱均作，

降压素（NT）水平增高；餐后胃泌素（CCK）反应收到抑制。

口苦粘腻，恶心纳少，咽干欲饮，伴胸骨后正中区灼热感，舌

这些激素异常变化均可以促进该病的发生进展。研究显示，中

苔黄腻、质红，脉细弱。治宜用芳香化湿、清热通降[3]。

医药能显著提高实验动物血清胃泌素水平[10]；研究表明该病患

1.2.3 脾胃虚弱型：证见胸骨后灼热痛，进食则舒，伴胃脘饥

者在疏降饮治疗后临床症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血浆胃动素含

饿痛，喜热喜按，身倦乏力，舌淡苔白，脉弱无力。治宜温中

量亦明显升高[11]；另有研究表明半夏泻心汤等中医药治疗后神

健脾，散寒降逆[4]。

经降压素含量明显下降[12]。总之，中医药有保护食管，调节胃

1.2.4 阴虚胃燥型：证见胸骨后灼热感，进食困难，口干咽燥，

肠激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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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海,姜志茹,郑爱萍,等.反流性食管炎、Barrett 食管和食管腺癌中 PCNA、

综上所述，随着胃食管反流病中医药实验研究逐步推进，
研究者多围绕上述指标开展研究。研究提示中医药可有效改善
临床症状，有调节心志的特点优势，效价比高。但仍有许多问
题值得探讨，如动物模型的可靠性，实验设计的合理性，中医
药治疗该病的机理探讨等。随着实验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利于
中医药防治胃食管反流病的规范化治疗，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Ki-67、bcl-2 的表达等[J].江两医药,2011,10,46(10):890-891
[8]李春婷,沈水杰,杜斌,等.健脾疏肝方对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食管组织病
理及 PCNA 的影响[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07,15(7):73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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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机制[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8,6(4):366-371
[10]许琦,王建华,王汝俊,等.补中益气汤对脾虚大鼠胃泌素受体结合作用的
影响及其对胃粘膜损伤的保护机制[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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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突发性耳聋的临床研究进展
A review on treating sudden deafness with acupuncture
丁莉莉
（山东省济南市中医医院，山东 济南，2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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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突发性耳聋针灸治疗的临床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突发性耳聋；针灸治疗；综述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ed the clinical studies on treating sudden deafness with acupuncture.
【Keywords】 Sudden deafness; Acupuncture treatment;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70
耳聋是一种四季均可发生的常见病、多发病，但春秋季多
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精神紧张、

侧治聋 1（耳廓后凹陷处，与耳屏呈水平位）
、治聋 2（翳风穴
上 5 分处）
、耳门、听会、外关、中渚、足临泣。操作：治聋 1、

情绪激动、气温改变、过度疲劳、过敏反应和内分泌失调、细

治聋 2、耳门、听会刺 0.5～1 寸，使针感向耳内放射，外关、

菌及病毒感染，均可使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引起内耳微血管收

中渚、足临泣直刺 1～1.5 寸，得气后大幅度提插捻转泻法，留

缩，以致发生内耳微循环障碍，损害听觉器官而致听力下降造

针 30min，1 次/d，15d 为 1 个疗程，总有效率 81%；陈氏等[2]

成耳聋。在这些耳聋中多见于突发性耳聋，即听力在瞬间或几

取耳门、听宫、听会穴，实证配会宗、外丘穴，用泻法；虚证

小时、几天内突然下降的感音性耳聋。突发性耳聋是听力致残

配水泉、中都穴，用补法，5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

的主要元凶之一，发病率每年约 5～20 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愈显率为 70%；王氏[3]取合谷（双）
，听宫（双）
，听会（双），

目前临床治疗多采用改善微循环、扩张小血管、溶栓、降低血

翳风，中渚，神庭，若肝肾阴虚可加肾俞、三阴交、足三里，

液黏稠度，高压氧、激光等治疗，但均无重大突破。近几年针

用补法；若肝胆火旺加太冲、内关、行间，用泻法，得气后留

灸治疗此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有关进展概述如下。

针 30min，行针 10min/1 次，10d 为 1 个疗程，有效率为 97.61%；

1

陈氏[4]取听会、听宫、耳门、风池、翳风、中渚、侠溪穴。肝

远近取穴法

胆火盛加支沟、太冲、丘墟；外感风邪加外关、合谷、曲池；
[1]

本疗法取穴遵循局部选穴配合远端取穴原则。刘氏 取患

气血亏虚加足三里、肾俞、关元。穴位均以常规得气为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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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辨证采用或补或泻，或补泻兼施手法，总有效率为 90.0%。
2

少而精，还具有进针快、找针感快、出针快的特点。韩氏[5]取
单侧耳聋穴（大腿外侧，髋关节与膝关节连线的中点），常规
消毒后，垂直进针直达股骨骨膜后，提插 3 次，将针分次退至
皮下，在穴位中点的上下左右按序提插，即“五点围刺”法。
治疗 1 次/d，左右交替取穴，10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
程，总有效率为 86.6%。

穴位注射
穴位注射既有针刺的功效，又有药物刺激穴位的作用。施

氏

为之不利。所以治疗的关键，必须先开窍启闭。张氏等[6]先刺
双侧内关穴，直刺激 1～1.5 寸，采用提插捻转相结合的泻法，
施术 1min；继刺人中，斜向上刺入 0.5 寸左右，用雀吸手法，
至流泪或眼球周围充满泪水为度。留针 5min 后，即出针。配
合翳风、听会、中渚、侠溪穴。每日或间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总有效率 84%；章氏等[7]采用“小醒脑”针法配合中
医辨证取穴。主穴：印堂，上星，百会，四神聪。四神聪针向
百会穴，进针 0.5～0.8 寸；印堂针向鼻根部，斜刺 0.3～0.5 寸，
施用雀啄泻法 30s；上星、百会沿皮平刺，进针 0.5～l.0 寸，
施用捻转泻法 30s，留针 20min。若风邪外犯加风池、耳门、
外关；肝胆火逆加听会、翳风、太冲；气滞血瘀加听宫、合谷、
三阴交。针用泻法，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总有效率 98%。
耳穴针法
中医认为耳为宗脉所聚，针刺耳穴可疏通经脉，滋补肾气，
润泽肝木，扶正祛邪，益气养血，开窍聪耳。杨氏等[8]取内耳、
外耳、心、神门、皮质下、三焦、肾、颞等耳穴为主穴，若感
受风寒或风热者加肺；郁怒者加肝、胆；食少乏力，心脾两虚
者加脾，治疗 5 例，全部获效；张氏等[9]常规消毒耳廓，外耳

12

在常规针刺的同时，在听会、翳风、耳门中选取其中两穴，

每穴常规消毒后，用 5ml 的一次性注射器，抽取维生素 B12 注
射液 1ml，快速进针，提插捻转，使针感向耳内放射，回抽无
血液后缓慢推入药液，两穴各 0.5ml，注射完毕后以无菌棉球
压针孔片刻，隔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观察疗
效，总有效率为 90.6%。
7

艾灸法
耳部施灸能改善内耳血液循环，从而通利聪耳。康氏等[13]

醒脑开窍针法
从中医角度讲，暴聋属于“神匿窍闭”，耳道失于清宣而

4

6

平衡针法
针灸治疗体系中，平衡针灸通常采用单穴治疗，不但取穴

3

-115-

在针刺取穴的基础上配合苍术艾灸耳，1 次/d，15min/次，有
效率为 92%。
8

放血疗法
霍氏[14]在针刺取穴的基础上配合点刺安眠穴放血：用小型

火罐以安眠穴为中心拔罐 5min，起罐后用医用采血片在罐内印
记中均匀点刺，实证点刺 12 针，然后在原处再拔一火罐，留
罐 10min，放血约 3～5ml；虚证点刺 6 针，然后在原处再拔一
火罐，留罐 5min，放血 1～2ml。每周 2 次，5 次为 1 个疗程。
两组均治疗 2 个疗程后统计结果，总有效率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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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透穴针法

[9]张仁勇,靳小平.针刺耳廓外耳道治疗突发性耳聋 11 例报告[J].实用医技,
2000,8(6):412

耳部的透穴可疏通多条经脉的经气，改善耳部的经络气血
运行。彭氏[10]取恩聋穴（位于耳后，平瘛脉穴，将耳郭轻提起，

[10]彭冬青.针刺导引治疗突发性耳聋[J].中国针灸,2004,24(5):350
[11]安珂.针刺治疗突发性耳聋 37 例[J].中国社区医师,2010,12(241):142

沿耳轮脚沟下缘凹陷中 45°斜刺 0.7～1 寸）
、耳门透听会（张

[12]施萌.针刺结合穴位注射治疗突发性耳聋 32 例[J].上海针灸杂志,2006,

口取穴，斜下 60°向听会透刺 1～1.5 寸）
。以上两穴均取患侧，

25(6):23

使针感达到耳中为宜，行平补平泻手法。配穴均取双侧，肝胆

[13]康晓利,冯富中.针刺配合艾灸治疗突发性耳聋 25 例[J].上海针灸杂志,

火旺者取中渚、风市穴，行捻转泻法；肝肾阴虚者取肾俞、太

2009,28(10):597

溪穴，行捻转补法，留针 25min。针刺 1 次/d，5 次为 1 个疗程，

[14]霍则军.针刺配合放血治疗突发性耳聋 85 例疗效观察[J].中国中医急症,

3 个疗程后评定疗效，总有效率 90.5%；安氏[11]取丝竹空、耳

2005,14(10):958

门、听宫、听会、凤池、内关、足三里、足临泣。丝竹空穴可
先直刺 1.0～1.5 寸，得气后退至皮下，再行透刺 1.5～2.0 寸，
采用捻转加小幅度提插法，运针 1～2min，留针。其余穴位以
平补平泻手法为主。针刺得气后，留针 30min，1 次/d，6 次为
1 个疗程。总有效率 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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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面膜治疗黄褐斑近况
Review of TCM mask in treating chlo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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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近 5 年来中药面膜治疗黄褐斑的临床研究概况，对临床治疗黄褐斑中药面膜用法进行描述、分类、总结，表
明中药面膜治疗黄褐斑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黄褐斑；中药面膜；治疗；综述
【Abstract】 Relate literatures in recent five years on methods of TCM mask treating chloasma were introduced,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s were described,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TCM mask treatment for chloasma had notable curative
effects.
【Keywords】 Chloasma; TCM mask; Treatment;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71
黄褐斑为多见于中青年女性面部的色素沉着性皮肤病[1]。
内分泌紊乱、过度疲劳、化妆品、妊娠等均可发病，以颜面部
出现局限性淡褐色或褐色皮肤色素斑片为主要皮损特点。
西医在治疗上以阻止黑色素细胞的增生，抑制黑素小体的
[2]

形成和促进其分解为目的，多采用外治法 ，内服大剂量维生

例，总有效率 97.67%。
2

面膜联合内服汤药疗法
黄褐斑是一种全身性气血阴阳失调的表现，与肝、脾、肾

关系密切，治疗宜内外结合，标本兼顾，外用面膜清热解毒、

素 C 等，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有诸多副作用 。中药面膜

消肿散结、祛斑美白、滋养皮肤，内服外用中药调整脏腑气血，

具有简洁、方便和毒副作用较小的优势，通过将药物涂抹于面

内外调达，共奏养血润肤，淡化色素的功效。

[3]

部，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血液的循环，从而达到祛除黄褐斑

王银花[9]采用化斑汤（白芷、当归、红花、白芍、山药、

得目的[4]。中药面膜治疗黄褐斑，已取得显著疗效，现将中药

生地、旱莲草、山茱萸、牡丹皮、丹参各 15g，茯苓、赤芍、

面膜临床使用疗效综述如下。

泽泻、白僵蚕、甘草各 10g）
，内服联合化斑粉面膜（白芷、白

1

单纯面膜疗法
[5]

杨波等 将古方“玉容散”
（白僵蚕、白芷、三奈、五灵脂、
石膏、滑石、冰片）粉碎加入聚乙稀醇等辅料制成凝胶药膜，

僵蚕、白附子、白茯苓、白僵蚕、冬瓜仁、白芍药、丹参、红
花、当归各等份，珍珠母适量），治疗黄褐斑 150 例 3 个月，
总有效率达 94.6%。
王爱琴[10]治疗黄褐斑 168 例，内服用中药祛斑汤（生地

敷在脸上，
（30min～2h）/次，治疗黄褐斑 61 例。显效 16 例，

20g，山药、山萸、丹皮、当归、云苓、白芍、丹参、红花各

有效 32 例，总有效率 78.7%。

15g，白僵蚕、甘草、泽泻各 10g，冬瓜仁 15g）
，辨证加减，

[6]

廖燕等 将山慈菇 30g，白芷、白附子、白术、白茯苓各

外用祛斑粉（白附子、白芷、白芨、白茯苓、白僵蚕、冬瓜仁、

50g，白蔹、白蒺藜、白芨、山药各 150g，白僵蚕 15g，川芎

白芍药、丹参各等份，珍珠母适量）
，每周 1 次，经过 3 个月

100g，黄芩 60g，蛇蜕 20g，绿豆 300g，制成面膜。与市售的

治疗，总有效率达 94.0%。

当归面膜、玉桂面膜作对比，结果：两组总有效率差别有显著
性（P<0.01）
，自制面膜疗效明显优于市售面膜。

匡颖等[11]采用调节内分泌治疗黄褐斑 59 例，将白芨、白
芷、白蔹、白茯苓、白附子、白僵蚕、绿豆粉、牛薏仁、密陀

单敏洁 自配中药归白散行面膜倒模术治疗黄褐斑 60 例，

僧、珍珠粉研末，加蛋清，涂于面部 2～3h，内服调补肝肾、

药物组成：当归、紫草、茯苓、僵蚕、白附子、蒺藜、皂角刺、

活血祛斑的中药，15d 为 1 个疗程。疗效观察：治愈 16 例，显

薏苡仁各 10g，白芨 20g，三七 3g。用温开水调成糊状，涂于

效 19 例，好转 20 倒，总有效率 91.6%。

[7]

面部，加盖石膏模约 30min，除去硬模，将中药面膜清除干净。
7d 治疗 1 次，总有效率 96.67%。
[8]

胡倩等 用白芷、白蔹、白术各 30g，生白附子、白茯苓、

顾赞华等 [12]将 76 例黄褐斑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养血祛斑汤内服配合中药面膜外敷。养血祛斑汤：当归、茯
苓、枸杞子、菟丝子、白蒺藜各 12g，白芍、桃仁、红花、

细辛各 9g，白芨 15g，加蜂蜜或白蜡制成七白散面膜治疗黄褐

白芨、白芷、白僵蚕、玫瑰花各 10g，冬瓜仁 15g。面膜：

斑 86 例。4 个疗程后，基本治愈 15 例，显效 40 例，好转 29

桃花、玫瑰花各 1 份，茯苓、白附子、白芷、白芨各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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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维生素 C 0.2g，维生素 E 0.1g，口服。疗效：两组

中药面膜（灵芝、桃仁、白芷、白蔹、白僵蚕、白芨、白术、

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总有效

白芍、红花）治疗黄褐斑 226 例，并设立片剂口服组（不进行

率 92.5%。

中药外膜敷治）和面膜敷治组（不口服氨甲环酸片）作比较，

郭雯[13]收集门诊黄褐斑病例 50 例，自拟滋肾活血祛斑汤：

疗程结束后联合治疗组效果明显，总有效率 90.71%。
李政[21] 应用桃红四物汤加减及中药面膜结合还原型谷胱

红花、当归、川芎、柴胡、桑白皮各 12g，菟丝子、枸杞子各
15g，益母草、制首乌各 30g，丹参 20g，白芷 6g，白僵蚕 9g，

甘肽及维生素 C 治疗黄褐斑经验：桃红四物汤加减：当归、白

随症加减。联合中药面膜（白芨、白术、白牵牛、白芍药、白

芍、熟地黄、柴胡、桑白皮各 12g，川芎、桃仁、红花、白僵

僵蚕、白芷各等分）治疗，每周 2 次，总有效率 86%。

蚕各 9g，菟丝子、枸杞子 15g，白芷 6g。静滴还原型谷胱甘肽

潘瑞萍等[14]采用桃仁、红花、川芎、白术、白芍、白僵蚕、

0.6，维生素 C 注射液 3.0，隔日 1 次。加用中药面膜（茯苓、

白蒺藜、白芨、蝉蜕、浙贝、白鲜皮、益母草、薏苡仁、杏仁、

白芷、山药、葛根、天花粉、山慈菇、牡丹皮、白芨、制白附

生百部、当归、白附子、威灵仙、五倍子、麦冬、白苏叶、藁

子、白菊花、柿叶共研成粉末加入医用石膏粉，丹参水调制）

本、沙苑子、柿叶、地肤子各等量，研末，制膜。敷患处 40～

外敷。总有效率 92%。

60min，内服汤药加味逍遥散（柴胡、白术、茯苓、丹皮、蒺
藜、薄荷各 10g，僵蚕、益母草、川芎各 15g，当归 20g）
，90d
后，总有效率 83.13%。
3

面膜配合针灸疗法
陈秀华等

[15]

运用无痛腹针疗法结合中药祛斑面膜治疗黄

褐斑女性患者 45 例，腹针疗法：取主穴中脘、下脘、气海、

5

面膜联合其他疗法
杨丽鹃[22]采用体针结合刺络放血、拔罐、中药面膜等方法

治疗黄褐斑 36 例，中药面膜用当归、川芎、沙参、柴胡、防
风、天花粉各 20g，冬瓜仁、白芨、白芷、白僵蚕、绿豆各 10g。
黄褐斑面积大小、色素程度均降低，基本治愈 14 例，显效 15
例，有效 7 例，总有效率 100%。

关元、天枢、上风湿点（双）
，随症取配穴，1 次/d，中药祛斑

陈团珍[23]采用中药面膜、穴位注射及口服莱菔子等治疗黄

面膜处方：当归 10g，桃仁 5g，杏仁 10g，木瓜 10g，总有效

褐斑 62 例，面部按摩后将祛斑粉（白芷、白僵蚕、自附子、

率 91%。

归尾、益母草、杏仁、冬瓜等焙干研末）以芫荽鲜汁或蛋清调
[16]

周彩霞等

采用针刺加中药面膜治疗黄褐斑 32 例，针刺：

糊状均匀敷面，后用注射器抽取复方丹参液 2mL，垂直刺入膈

主穴：曲池、血海、足三里、肺俞；依据不同证型选择太冲天

俞、肝俞，得气后快速注入药液各 1mL，联合莱菔子饭前冲服。

枢、心俞、肝俞、神门等配穴。面膜制备：白芨、白茯苓各 400g，

经治疗 3 个月，总有效率为 96.6%。

细辛 200g。研末，用鸡蛋清和白蜂蜜调成糊状，敷于面部。疗
效观察：痊愈 2l 例，显效 6 例，好转 4 例，无效 l 例。
[17]

闫小宁等[24]采用复合疗法，即面部刮疹、面膜及中药治
疗黄褐斑，美白面膜组成：白芷、白芨、白茯苓、僵蚕、白

采用针灸、中药面膜配合面部挂针治疗 38 例，

丁香、珍珠粉，内服珍僵汤：黄芪、珍珠母、茯苓各 30g，当

总有效率为 92.1%。方法：针刺取穴：关元、气海、子宫、血

归、生地各 20g，白僵蚕、柴胡、白芍各 15g，连翘、白术、

杨帆等

海，足三里等，随症加减。中药面膜：白芷、白芨、白附子等

香附、牡丹皮、栀子各 10g，红花、薄荷、甘草各 6g，刮痧

调成糊状，敷面，用一次性面膜纸隔离，外敷热膜。面部挂针：

板点按面部 23 个穴位，沿面部经络刮痧。共治疗 100 例，总

用美容针围刺皮损部位，取穴：太阳、鱼腰、颧骼、迎香、四

有效率 93.0%。

白，留针 20～40min。疗程 2 个月。

杨秀美[25] 在临床中采用穴位注射及中药面膜综合治疗黄

刘芳等[18]治疗黄褐斑强调内外并治、标本兼施，消斑针法：

褐斑 126 例，将刺五加注射液，以每穴 1ml 注射，选穴大椎、

面部褐斑区取穴：血海、合谷、足三里、三阴交、太溪、太冲，

风门、肺俞、肾俞、肝俞、气海等穴位交替使用。隔日 1 次，

细毫针由斑区中心向边缘透刺。将祛斑霜（白芷、白茯苓、冬

敷中药面膜（当归、白芷、甘草、桃仁、丹皮、黄氏等量碾粉

瓜子、当归尾、川芎、杏仁等份研成粉末制成霜剂）5 点式涂

后加适量医药淀粉以 2∶1 量调成）
。治疗后 30d，总有效率达

布于两颊、额、鼻及下颏处，按摩 15min。敷面膜（白芷、白

96.8%。

茯苓、白附子、白僵蚕、珍珠、田七、益母草按一定比例研成
粉末）
，治疗 3 个疗程。总有效率 86.67%。
4

面膜联合西药疗法

秦鸿利等[26] 采用玉容消斑美白面膜配合中医辨证微创穴
位埋线治疗黄褐斑 100 例，并设对照组外用维甲酸观察。玉容
消斑美白面膜药物成分：白芷、白术、白蒺藜、白茯苓、白芨、
白蔹、白附子、白僵蚕、白牵牛、珍珠粉、酵母粉。埋线常规

钱婧等[19] 采用穴位按摩加中药面膜结合氢醌霜外涂治疗

无菌操作，基本处方：肺俞、肝俞、脾俞、关元、子宫、三阴

难治性黄褐斑 81 例．面部穴位按摩后，外敷中药面膜：中药

交、血海、足三里、太溪等，随症加减，对照组外用维甲酸，

加味七白方（白芷、白蔹、白术各 30g，白茯苓（去皮）
、白芨

每晚洁面后均匀涂抹患处。治疗 3 个月，治疗组的总治疗率及

各 15g，白附子、细辛、白僵蚕 10g，白菊花、白蒺藜、白丁

复发率均优于对照组。

香各 l0g）
，3d/1 次。西药外涂：外涂 2%氢醌霜，3 次/d。治疗
三个月取得较好疗效，总有效率 98.8%。
刘红[20]采用西药口服氨甲环酸片、VitE 胶囊、VitC 片联合

宋联进等 [27] 应用三联疗法（全息经络刮痧、耳穴贴压、
中药面膜）治疗黄褐斑 30 例。面膜：玉容西施散（绿豆粉
100g，白附子、白芨、白芷、白蔹、白僵蚕、天花粉各 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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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甘松、三奈子、茅香各 15g，皂角 10g，零陵香、防风、藁

间医药,2009,18(22):64-65

本各 6g）。耳穴贴压：以王不留行籽粘于胶布上贴压耳穴：

[12]潘瑞萍,张青.自拟中药面膜方外敷合逍遥散加味治疗黄褐斑 42 例[J].四

内分泌、皮质下、交感等，联合经络刮痧，治疗 8 个疗程，

川中医.2010,28(2):107-107

总有效率 80%。

[13]郭雯,郭建辉,赵丽,等.自拟滋肾活血祛斑汤联合中药面膜治疗女性黄褐

6

小

结

斑 50 例[J].中医临床研究,2011,3(8):86
[14]顾赞华,张月琴.养血祛斑汤配合中药面膜外敷治疗黄褐斑 40 例[J].浙江

黄褐斑属中医“面尘”范畴，其发病主要与肝、脾、肾
三脏关系密切，气血不能上荣誉面为主要病机[28]。祛斑美白
外用方在古时已有记载，例如《太平圣惠方》中的黑干黯面
皴方，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的白玉容西施散等。中医
美容外用增白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祛斑增白，即通过祛除面
上的黑斑、黑色而增白。二是遮掩增白，即通过用白色的药
物遮掩面部的黑斑黑色[29]。祛斑美白外用方剂常用药物主要
有：白芷、白僵蚕、细辛、白蔹、白芨、白附子、白术、白
茯苓、滑石、石膏、牡蛎、白石脂、珍珠、黄芪、桃仁、杏
仁、瓜蒌仁等[30]。在临床应用祛斑面膜结合现代药用辅料加
以改进，亦可联合汤药内服、针灸等中医方法，毒副作用小，
受到患者的青睐。从上述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在临床研究中
存在色素程度的判定带有主观性，部分报道没有对照组，科
研设计不严谨，及复发率的观察等问题，但其疗效值得肯定
和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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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高脂血症的研究现状
Research review of TCM in treating hyperlipoidemia
江汉奇 梁益辉
（梅州市中医医院，广东 梅州，514000）
中图分类号：R589.2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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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高脂血症是一类较常见的疾病，是动脉粥样硬化（AS）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中医药在积极防

治高脂血症，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近年来中医药治疗高脂血症的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 高脂血症；中医药；现状研究；综述
【Abstract】 Hyperlipoidemia is a common disease and an important dangerous factor of AS and CVD. TCM plan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hyperlipoidemia and depressing the incidence rate of CVD. In this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was reviewed.
【Keywords】 Hyperlipoidemia; TCM;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7.072
高脂血症是以血浆脂质浓度增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症，

3

可见于多种疾病。中医属于“痰浊”的范畴。目前，西医治疗
高脂血症的疗效肯定，但长期应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副作用，
因此，中医药在高脂血症的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笔者就近年
来中医关于高脂血症治疗的研究综述如下。
1

中医对“膏脂”的认识
古代中医并无“血脂”之称，但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膏”、

“脂”的记载，多以“膏脂”并称。
《灵枢•卫气失常》说：
“人
有脂、有膏、有肉。
”张景岳：“膏，脂膏也。津液和合为膏，
以填补于骨空之中，则为脑为髓，为精为血”
。清•张志聪：
“中
焦之气，蒸津液化，其精微……溢于外则皮肉膏肥，余于内则
膏脂丰满”
。可见膏脂是人体的组成成分，由水谷精微所化生，
跟气血、津液、脑骨等密切相关，并能化生阳气，发挥其作用。
如《灵枢•卫气失常》云：
“膏者多气，多气者热，热者耐寒”
。
《素问•异法方异论》云：
“其民华食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
”
但如膏脂过多，则会给机体带来不良后果，如《素问•生气通
天论》云：“高粱之变，足生大丁”；《灵枢•卫气失常》亦云：
“膏者其肉淖”
，
“膏者，……纵腹垂腴”等。以上多种说法，
说明膏脂的组成及生理功能与血脂极其相似。
2

中医对血脂异常的认识
古代中医对于“膏脂”的致病特点的认识与血脂异常亦很

相似，如《灵枢•血络论》说：“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
滑，……其血黑以浊……”中的“其血黑以浊”形象地说明了
由于气血津液代谢失调，导致痰瘀凝结的血脉状况，与现代高
脂血症、高粘血症的本质非常相近。又如《素问•通评虚实论》
：
“凡治消疸，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膏梁
之疾也”认为诸多疾病的发生均与膏脂密切相关。
根据高脂血症的临床症状、体征及舌脉等表现，现代中医
认为本病属于“痰浊”
、
“血瘀”
、
“心悸”
、
“胸痹”
、
“眩晕”、
“中
风”等范畴。

中医对血脂异常病因病机的认识
现代研究[1]认为，高脂血症主要由于饮食不节，过食肥甘

厚味，加之脾失健运，肝失疏泄，水聚痰饮，痰浊不化，痰瘀
结聚，变成脂膏；老年肾虚，五脏衰减，更易发为本病。本病
本虚标实，涉及肝、脾、肾三脏。陶亮等[2]认为血脂异常的病
因根本为饮食失宜，病机关键为脾失运化、肝失疏泄、肾失气
化，基本病理产物为内湿、痰浊、瘀血。魏玉辉[3]则认为痰浊
凝聚注入血脉是高脂血症的关键病机；脾虚失运、肾精亏虚、
肝失疏泄、心阳虚衰是导致痰瘀形成高脂血症的内在原因；嗜
食肥甘、过逸少劳、情志失调是化生痰浊，促成高脂血症的外
因条件。而痰瘀互结，沉积血府，脉道失柔是高脂血症发展为
心、脑血管疾患和机体衰老的必然转归。颜洋[4]指出，脾虚是
高脂血症发病的病理基础，肾亏是高脂血症发病的重要因素，
另外，肝胆失于疏泄亦是高脂血症的病因之一，其基本病机可
以虚实两端概括之，虚以肝肾阴虚、脾虚、气虚为主，实即以
痰滞、血瘀为标。
4

中医对血脂异常患者的证候研究
关宝莲等[5]对 2100 例高脂血症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将高

脂血症辨证分为 6 型，其中以脾肾两虚最为常见，另外 5 型依
次为气血瘀阻、湿热壅滞、痰湿痹阻、气阴两虚、肝肾阴虚阳
亢。唐大晅等[6]进行原发性高脂血症中医证候规律研究，得出
结论：高脂血症中医可分为 9 个类证候，分别是类心气虚证、
类肾气亏虚证、类痰浊阻遏证、类脾气虚证、类肾虚、痰瘀互
结证、类肝郁气滞兼有郁热证、类血瘀证、类阳虚证、类阴虚
火旺证。且原发性高脂血症患者的年龄与类肾虚、痰瘀互结证，
体重指数与类痰浊阻遏证均呈正相关。朴胜华等[7]通过对高脂
血症住院患者进行中医证候临床调研，结果显示 316 例高脂血
症患者中医单证辨证以肝气郁证最为多见。肝郁脾虚证、肝肾
阴虚证、脾肾阳虚证、痰瘀内阻证、阴虚阳亢证是高脂血症 5
个常见中医复合证型。肝郁脾虚证在所有类型、程度的高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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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症中均占有最高构成比。倪量等[8]通过多中心、前瞻性收集 180

遏证可能性大，且痰浊阻遏证以男性多见。脾肾阳虚证与年龄、

例确诊的 HAART 致高脂血症患者，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探索性

载脂蛋白 B（ApoB）有关，提示随着年龄增大而脾肾阳虚证可

因子分析的方法研究其中医证候的规律和特点，结果提示：

能性越大。肝肾阴虚证与 ApoB 有关，ApoB 增高者肝肾阴虚

HAART 致高脂血症常见的病位要素为脾、肾、心，病性要素

证可能性大。气滞血瘀证与 TG、载脂蛋白 AI（ApoAI）有关，

主要是气虚、阳虚、血虚和痰浊、湿浊，提示本病可能常见的

ApoAI 降低者气滞血瘀证可能性大。而阴虚阳亢证与年龄、性

证候有脾虚痰浊、心脾两虚、脾肾阳虚等，在辨治本病时需更

别、体质量指数、血脂指标均无明显相关。屠浩明[18]将 306 例

加注意痰浊的治疗。

高脂血症患者分为痰浊阻遏、脾肾阳虚、肝肾阴虚、阴虚阳亢

5

和气滞血瘀五个证型，结果发痰浊阻遏组和气滞血瘀组的 TG

中医对血脂异常的治疗

和 LDL-C 水平显著高于其余各组（P<0.01）
，而脾肾阳虚组的

5.1 辨证论治研究

HDL-C 显著高于其它各组（P<0.01）
。痰浊阻遏组和气滞血瘀

中医各家对于高脂血症的治疗多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

组的显著高于其余各组（P<0.01），气滞血瘀组的 ApoA1 和

但临床上多认为高脂血症主要与痰浊、血瘀密切相关，故多

ApoA1/ApoB 水平低于其余各组（P<0.05）
。陈江宁等[19]将 172

[9]

采用化痰、化浊、祛瘀、活血等方法治疗。盛军 认为高脂

例高脂血症患者分为痰浊阻遏型、脾肾阳虚型、肝肾阴虚型、

血症发病机制与“痰浊”、“瘀血”有关，患者长期饮食肥甘

阴虚阳亢型、气滞血瘀型。探讨高脂血症中医辨证分型与过氧

厚味，加之运动较少，肺脏失调，气机不顺，阴湿积聚成痰，

化脂质（LPO）、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相关性。结果显

血运不畅，污秽浊脂积于血管，经久成瘀，最终导致高脂血

示，各证型的 LPO 均高于正常范围，其中以脾肾阳虚型最高，

症形成，故采用自拟降浊活血汤治疗高脂血症，获得良好疗

其他依次为肝肾阴虚、气滞血瘀、阴虚阳亢、痰浊阻遏，各证

效。陈思法[10]运用痰瘀同治的方法，以二陈汤合血府逐瘀汤

型的 SOD 均低于正常范围，以肝肾阴虚型最低，其他 4 型由

加减治疗高脂血症，临床证明能显著降低血清总胆固醇、甘

低到高依次为阴虚阳亢、痰浊阻遏、脾肾阳虚、气滞血瘀。认

油三酯，且无明显的副作用。徐风玲[11]认为，高脂血症多由

为 LPO、SOD 可以考虑作为中医辨证分型客观化的现代化检

于饮食不节、嗜食肥甘酒肉，造成脾胃损伤，痰浊积滞，加

测指标。倪永骋等[20]则研究高脂血症中医辨证分型与炎症因子

之喜卧懒动，形体肥胖而成。对于痰浊闭阻证，临床可采用

的相关性，发现痰浊阻遏型、脾肾阳虚型、肝肾阴虚型、阴虚

化浊祛痰、活血化瘀法治疗，方选化浊祛痰活血汤。王俊文[12]

阳亢型、气滞血瘀型 5 个证型中，实证组（痰浊阻遏型和气滞

认为肝脾肾功能失调是高脂血症的发病基础，是本，痰浊血

血瘀型）
的血 hs-CRP 和 TNF-A 及 IL-6 水平显著高于虚证组
（脾

瘀是高脂血症发生、发展的基本病理，是标，可导致胸痹、

肾阳虚型和肝肾阴虚型），认为炎症反应可能是高脂血症中医

眩晕、心悸、中风等变证的发生。治疗上当标本兼顾，活血

辨证分型的病理基础之一，炎症标记物可以考虑作为高脂血症

逐瘀，化痰降浊。陈永峰[13]亦认为，肝脾失调是产生高脂血

中医辨证分型的客观化标准之一。蒋卫民等[21]探讨了载脂蛋白

症的主要病理基础，亦是导致高脂血症的核心病机，痰浊、

E（ApoE）基因多态性与高脂血症中医证候特点的相关性，212

瘀血、膏脂为主要病理产物，治疗上应标本兼治，肝脾同调

例高脂血症患者，共分为 5 型：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痰

以健脾疏肝理气为主，兼以祛痰活血。

浊阻遏证，阴虚阳亢证，气滞血瘀证。共检出 6 种基因型，分

此外，周宝宽[14]认为治疗高脂血症应审证求因，其病因病

别是 E2/2、E3/3、E4/4、E2/3、E2/4、E3/4。其中 E2/4＋E3/4

机主要是肝脾肾虚，痰浊血瘀，阻滞经脉，膏脂布化失度。脏

＋E4/4 型气滞血瘀证显著高于脾肾阳虚证，E2/2＋E2/3 型中痰

腑亏虚是本，痰浊瘀血是标。并将高脂血症分为常见的痰浊中

浊阻遏证显著低于脾肾阳虚证（P<0.05，P<0.01）
；气滞血瘀证

阻、肝脾不和、胃热滞脾、肝肾阴虚、脾肾阳虚、气滞血瘀等

和 肝 肾 阴 虚 证 ε4 等 位 基 因 频 率 均 明 显 高 于 脾 肾 阳 虚 证

六型。总的治疗原则为调理脏腑、祛湿化痰排浊、理气活血化

（P<0.05）
。

瘀，使膏脂布化回归常态。黄玉来[15]将本病的病因病机归纳总
结为四个主要病机：肾精亏虚，肾阳衰弱；饮食失宜，脾失健
运；肝失疏泄，延及脾胃；痰瘀互结，浸淫血脉。推荐治疗应

6

综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中医对高脂血症的认识日趋成熟，中医药治疗

以温阳化痰、活血降浊为大法组方。

高脂血症有较好的疗效，且副作用小，值得临床推广。但目前

5.2 证候及辨证治疗对客观指标相关性研究

由于学者对于高脂血症辨证分型无统一标准，缺乏大样本、随

姚莉等[16]利用祛痰化瘀法治疗高脂血症患者，观察其对颈

机对照的临床研究证据，纳入合并症的患者对证候影响较大，

动脉超声相关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祛痰化瘀法对试验组血

且大部分为单一的辨证施治等因素，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故

脂指标（TC、LDL-C）、颈动脉超声指标（颈动脉血管内膜厚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如进行客观实验研究，进行大样本

度、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大小、颈动脉血流量）具有明显改善作

的临床研究等，进一步推进高脂血症的中医药治疗。

用，其中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大小、颈动脉血流量的影响明显
优于对照组（P<0.05）。娄彦梅等[17]研究发现，高脂血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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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民群众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酒导致的肝脏损害逐年增加，已成为继病毒性肝炎之外的另一
常见肝病。检索了 2006～2012 年的相关文献，从流行病学、病因病机、中药复方、中成药等方面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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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eople’s eating habits and life styles change, liver damages caused by drinking annually gain. Alcoholic fatty liver
becomes another common liver disease besides virus hepatitis. In this article,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from 2006 to 2012 were checked and
reviewed from the aspects including epidemiology, etiopathogenisis, TCM prescription and Chinese formulat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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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

基转移酶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总有效率

本病在欧美等国家多见，近年来我国的发病率逐年上
升。据一些地区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我国成人的酒精性肝病患
病率为 4%左右，其中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约为 0.79%～
0.94%[1-2] 。
2

93.8%。闫丽[9]等用疏肝活血解毒汤治疗 102 例酒精性脂肪肝
患者，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6.1%，对照组总有效率
为 87.7%，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潘洋[10]等用酒肝清颗粒治疗 30 例肝郁脾虚型酒精性脂肪肝
患者后发现酒肝清颗粒能明显改善酒精性脂肪肝的症状、体

病因病机

征。贾庆宇[11]将 78 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目前中医学者普遍认为其病因为过量饮酒，病理因素为湿

照组各 39 例，两组均应用肝泰乐、肌苷护肝治疗，治疗组患

热、痰浊、气滞、血瘀，病位在肝，与脾、胃、肾等脏腑关系

者加服曲灵双葛汤。结果治疗组症状、体征均明显改善，胆

密切。病机为痰湿蕴结、气血阻滞，影响肝之疏泄，日久闭阻

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肝功能正常或接近

肝络诱发本病。但因各家临床经验不同、依据有别并不一致。

正常，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5）。虞海红[12]等将

如江家赞[3]认为酒精性脂肪肝的病因为酒毒湿热之邪，病位在

286 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146 例和对照组 140

肝胆脾胃肾，病机为湿热蕴毒，脏腑虚损，进而产生痰浊、血

例。治疗组给予四君子汤加减，对照组给予肌苷片，治疗 90d。

瘀、湿阻，这些病理产物反过来又影响脏腑功能，从而形成恶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4.9%，对照组总有效率 66.4%，两组比

性循环，病情缠绵不愈。潘文斌 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是过量

较 P<0.05。黄峰[13]将 60 例辨证属于痰瘀互结证型的酒精性

饮酒，湿热酒毒损伤肝脏，木不疏土，肝郁气滞，湿热酒毒壅

脂肪肝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给

滞中焦，影响脾胃运化，脾胃受损，酒毒浊邪不化，气血郁滞，

予加味苓桂术甘颗粒，对照组给予立普妥片和复方丹参片。

交互凝结，日久滞于肝络而发病。

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中医症候、B 超、CT、肝功、血脂改

[4]

3

善等方面优于对照组（P<0.05）。

中药复方
中医学者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将经方与自拟方进行临

证加减治疗酒精性脂肪肝，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如：张

4

中成药
中成药治疗酒精性脂肪肝是近年来又一研究热点，主要表

占伟 等用自拟护肝祛脂汤治疗 78 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结

现在当飞利肝宁胶囊和水飞蓟宾胶囊及一些自制中成药。如：

果临床治愈 60 例，有效 15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6%，

吴敬[14]等用当飞利肝宁胶囊治疗 60 例酒精性脂肪肝，治疗后

治疗前后 AST、ALT、GGT 及 B 超检查有显著差异。林艳[6]

与治疗前比较，患者的肝功能情况明显好转（P<0.05），效果

等用加味柴胡舒肝散治疗酒精性脂肪肝 26 例，结果显效 22

明显优于对照组。陈宏超[15]对 36 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采用降

例，有效 4 例，总要效率 26%。梁卫[7]等用解酒消脂汤治疗

脂胶囊、硫普罗宁联合治疗，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治疗组

36 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结果治愈 13 例，显效 10 例，有效

中患者综合疗效总有效率、肝功指标检测结果，明显优于对照

[5]

8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86.11%。韩玉旋 等用自拟调脂

组。吕建楠[16]等将 122 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口服液治疗 32 例酒精性脂肪肝，结果显示调脂口服液能显著

60 例和对照组 62 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分别给予益肝乐胶囊

降低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清总当固醇、甘油三酯、丙氨酸氨

和葵花护肝片，疗程 3 个月。结果治疗组在降低 ALT、AS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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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GT 作用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刘三都[17]等用水飞

[9]闫丽,白中山,等.疏肝活血解毒汤治疗酒精性脂肪肝 102 例临床观察[J].河

蓟宾胶囊治疗 45 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后发现水飞蓟宾胶囊治

北中医,2008,30(11):1163-1164

疗酒精性脂肪肝疗效较好，可改善肝功能，降血脂，显著优于

[10]潘洋,王炎杰,张晓忠,等.酒肝清颗粒治疗肝郁脾虚型酒精性脂肪肝的临

对照组。曾娟[18]等将 72 例洒精性脂肪肝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床疗效评价[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5(2):137-141

（36 例）和对照组（36 例）
，治疗组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和水

[11]贾庆宇.曲灵双葛汤治疗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研究.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飞蓟素联合治疗；对照组仅给予甘草酸二铵治疗，疗程均为 4

2010,19(26):3287-3293

周。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86.1%）明显优于对照组（66．7%）

[12]虞海红,顾晓蕾,等.四君子汤加减治疗酒精性脂肪肝 286 例[J].浙江中医

（P<0.05）
。

药大学学报,2010,34(5):72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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