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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黄芪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大鼠肺组织中肺表面活性
蛋白 A（Surfactant Protein，SP）表达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方法：SPF 级 Wistar 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ormal
Saline，NS 组）
、模型组（Model Group，MG 组）
、黄芪高剂量组（larg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ous）
、黄芪中剂量组（middl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ous）
、黄芪低剂量组（small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ous）、地塞米松组（Dexamethasone，DEX
组）
。通过静脉内注射油酸（Oleic Acid，OA）0.1ml•kg-1 建立大鼠模型，利用光镜观察肺部组织形态学变化，计算肺系数（Lung Index，
LI），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中 SP-A 含量，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肺组织 SP-AmRNA 表达情况。结果：黄
芪高、中剂量能提高血清 SP-A 含量（P<0.01），降低肺系数（P<0.01）
，增强肺组织 SP-AmRNA 表达（P<0.05），减轻肺组织病理
损伤。黄芪低剂量的效果不如高、中剂量（P<0.05）
。结论：黄芪能够明显减轻油酸所致 ARDS 的炎症反应，其药理作用机制与
上调肺内 ARDS 的表达，从而刺激肺泡 II 上皮细胞（II alveolar epithelial type cells，AEC II）增生有关。
【关键词】黄芪；急性肺损伤；油酸；SP-A；肺泡 II 上皮细胞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ous (AM) on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rat induced by OA. Methods: 60 SPF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larg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group, middl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group, small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group and dexamethasone group. A rat model of ALI was established by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oleic acid with a does of 0.1ml•kg-1. Light
microscope was used to examine histological changes and lung index was calculated by weighting method. SP-A levels in serum were
determined using commercial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kits. The expression of SP-A genes by real-time PCR. Results: Larg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group and middl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group improved the production of SP-A in whole
blood (P<0.01), reduced the lung index (P<0.01) and intensified SP-AmRNA expression (P<0.05) as compare with the model group.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ARDS were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intervention groups. small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effect of larg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group and middle do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group (P<0.05). Conclusion: Astragalus membranaceous could alleviate oleic acid induce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rats, and its pharmacological action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raise the lungs SP-A expression, so as to stimulate II
alveolar epithelial type cells (AEC II) proliferation.
【Keywords】 AM;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Oleic acid; SP-A; AEC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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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性 呼 吸 窘 迫 综 合 征 （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症调节[2-3]；而已有研究表明黄芪对急性呼吸综合征具有治疗

Syndrome，ARDS）是指全身遭受严重创伤、感染及肺内严重

作用[4-6]，但其治疗 ARDS 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采用

疾患时出现的一种以进行性呼吸窘迫和低氧血症为特征的急

益气活血中药黄芪对油酸（OA）ALI 模型大鼠进行治疗，拟

性呼吸衰竭综合征，是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

通过观察大鼠肺 SP-A 表达的变化，来探讨黄芪防治 ARDS

的严重阶段；发病机制有肺毛细血管损伤使管壁通透性增高，

可能的作用机制。

导致肺泡内及间质水肿和纤维素大量渗出。肺泡上皮，特别
是 II 型上皮损伤后，使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缺乏，导致肺泡表
面透明膜形成及肺萎缩。目前，对 ARDS 的治疗主要限于器
官及全身功能支持治疗，对于 ARDS 发病的根本原因即全身

1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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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周，购自甘肃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SCXK（甘）2004-0006]，

SIRS）和基本病理生理改变均缺乏特异而有效的治疗手段[1]。

于甘肃中医学院动物中心实验条件下饲养 3d，饲料、饮用水及

因此阐明 ARDS 的发病机制，提高治疗水平，仍是目前研究

空气等均经消毒处理，室内温度 20℃～26℃，相对湿度 54%，

ARDS/ALI 的主要任务。SP-A 可以与许多呼吸道病原体相互

换气次数 16 次/h，氨含量≤13mg•m-3，噪音≤40Db，工作照

作用，调节白细胞对病原微生物的反应，参与肺部免疫和炎

度 18Lux，昼夜明暗交替时间 10/1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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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药品及试剂

2.4.5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实验数据以均值±标准差（ x ± s ）表示，检验标准 P<0.05

黄芪生药材由甘肃中医学院中药鉴定室采购及鉴定，按传
统煎药法获取汤剂，以恒温水浴锅浓缩成含生药 1g/ml 的药液；
RatSP-AEKISAKit（CK-E91328R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rzol 总 RNA 提取液及试剂盒（美国 Promega 公司原装
进口分装）
；RT-PCR 引物（北京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设计、
合 成 ） SP-AmRNA 上 游 引 物 序 列 5'-GATGGGACATG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黄芪对 ARDS 大鼠肺组织的病理学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正常对照组大鼠肺组织未见明显形态学异

GAATGATAGGG-3'，下游引物序列 5'-AGGTAGTTGCAGGGTT

常，肺泡结构清晰（见图 1A）
；模型组大鼠肺泡和肺间质水肿、

TTACAG-3'，β-actinmRNA 上游引物序列 5'-CCCATCTATGAG

炎性细胞浸润、肺泡壁增厚、肺泡塌陷等急性炎症损害表现，

GGTTACGC-3'，5'-CACCCGCGAGTACAACCTTC-3'。

并伴有出血、水肿（见图 1B）
；地塞米松组大鼠肺泡腔消失、

1.3 仪器

肺充血水肿减轻、炎细胞浸润现象等明显减轻或者消失，说明

DNM-9602A 型酶标分析仪（北京普朗新科技有限公司）
；

地塞米松对油酸诱导的肺损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见图 1C）
；

洁 净 工 作 台 （ 天 津 市 泰 斯 特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 PCR 仪

黄芪低剂量组大鼠肺泡腔内出血程度、水肿及肺泡腔内炎症细

S1000TMThermalCycler （ 美 国 BIO-RAD ）； CFX96TMReal-

胞数量低于模型组（见图 1D）
；黄芪中剂量对减轻大鼠肺组织

TimePCRDetectionSystems（美国 BIO-RAD）
。
2

方

法

损伤程度较低剂量明显（见图 1E）
；黄芪高剂量对减轻大鼠肺
损伤程度较中剂量组更为明显（见图 1F）
。

2.1 动物分组与动物模型建立[7]
先用随机数字表法分 6 组即：正常对照组、模型组、黄芪
高剂量组、黄芪中剂量组、黄芪低剂量组、地塞米松组，每组

A

B

C

D

E

F

10 只，雌雄各半。除正常对照组，余组采用油酸按 0.1ml•kg-1
股静脉注射造成油酸损伤的 ARDS 模型，正常对照组用等容量
生理盐水替代油酸处理。

A.正常对照组；B.模型组；C.地塞米松组；D.黄芪低剂量组；

2.2 动物给药

E.黄芪中剂量组；F.黄芪高剂量组

首次给药在造模后 0.5h，1 次/d，连续 3d。黄芪高中低剂
量组分别给予 5.4g•kg-1，2.7g•kg-1，1.4g•kg-1，正常对照组与
模型组给予生理盐水 1ml•100g-1，地塞米松组给予地塞米松

图 1 黄芪对 ARDS 大鼠肺组织的病理学影响

3.2 黄芪对 ARDS 大鼠肺系数 LI 的影响
LI 反应肺水肿程度。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肺系数明

0.01g•kg-1。

显升高（P<0.01）；地塞米松组与黄芪高、中剂量组肺系数虽

2.3 标本采集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但与模型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0.01）；

大鼠腹主动脉取血处死。3000r/min4℃离心 20min，吸取
上层血清，－20℃保存，待作 ELISA；称取肺湿重，待测肺系
数；取右中叶肺组织 4%多聚甲醛固定，HE 染色；取左肺置于
正常对照中漂洗干净于 1.5mlEP 管中，放入－80℃保冰箱内保

黄芪低剂量组与模型组相比有差异（P<0.05），但不如高、中
剂量显著（P<0.05）
，见表 1。
表 1 各组大鼠肺系数（LI）的变化（ x ± s ）
组别

剂量/g·kg-1

肺系数

正常对照组

-

5.47±0.35

模型组

-

11.73±1.49*

地塞米松组

0.01

6.98±0.68#

微镜下观察肺泡水肿、间质水肿、肺泡萎陷、肺充血、炎症细

黄芪高剂量组

5.4

7.07±0.67#

胞浸润、出血、透明膜形成组织形态学变化。

黄芪中剂量组

2.7

6.88±0.39#

2.4.2 肺系数测定

黄芪低剂量组

1.4

存，待作 RT-PCR 检测。
2.4 检测指标
2.4.1 肺组织病理学检测
将石蜡包埋的肺组织标本切成 3μm 行 HE 染色，在光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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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1.85

＄★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0.01；#与模型组相比，P<0.01； 与模型组相
＄

★

比，P<0.05； 与高、中剂量相比，P<0.05。

2.4.3 ELISA 检测血清中 SP-A 的含量
腹主动脉取血后，0.5h 内离心，吸取上层血清。检测步骤
严格按照 ELISA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2.4.4 SP-A 在肺组织 mRNA 表达的测定

3.3 黄芪对 ARDS 大鼠 SP-A 含量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肺血清 SP-A 含量明显降低
（P<0.01）
；地塞米松组与黄芪高、中剂量组血清 SP-A 含量虽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P-AmRNA 的表达。以 β-actin 为

均低于正常对照组，但与模型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0.01）；

内参对照。美国 BIO-RAD 公司 CFX96TMReal-TimePCR 仪实

地塞米松组与黄芪高剂量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时检测肺组织荧光量的变化，获取 CT 值。△CT 值则表示肺组

（P>0.05）；黄芪高、中剂量组相比，高剂量组治疗效果优于

织 SP-A 的 CT 值与其内参照物肌动蛋白 β-actin 的 CT 值之比，

中剂量组（P<0.05）
；黄芪低剂量组与高、中剂量组的 SP-A 血

△CT 值越小，表示 SP-A 的蛋白表达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清含量相比，其明显低于后两者（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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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血清 SP-A 含量（ x ± s ，pg/ml）

《神农本草经》记载黄芪可应用于肺气虚证；
《本草汇言》
-1

记载黄芪“补肺健脾，实卫敛汗，驱风运毒之药也”
；
《医学衷

组别

剂量/g•kg

血清 SP-A

正常对照组

-

34.74±2.59

-

*

陷”
。现代研究发现黄芪主要含有苷类﹑多糖﹑黄酮﹑氨基酸﹑

#☆

微量元素等。能促进机体代谢；较广泛的抗菌作用；增强和调

#

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等作用[10]。目前有研究表明黄芪有抗疲劳、

模型组

23.04±1.77

0.01

地塞米松组

31.74±1.95

黄芪高剂量组

5.4

32.52±2.19

黄芪中剂量组

2.7

29.87±1.73#

黄芪低剂量组

1.4

26.33±1.79#

▲
★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0.01；#与模型组相比，P<0.01； 与高剂量组
☆

▲

★

相比，P>0.05； 与高剂量组相比，P<0.05； 与高、中剂量组相比，P<0.05。

中参西录》认为黄芪：“能补气，兼能升气，善治胸中大气下

抗病毒、抗肿瘤及抗氧化减少体内自由基产生等效用[11]。
本实验结果发现黄芪能够明显减轻油酸所致 ARDS 的损
伤程度和炎症反应，提高 SP-A 的血清含量，降低肺系数，上
调肺组织 SP-AmRNA 表达，提示黄芪对 ARDS 保护作用的机
制之一是通过增加 SP-A 的分泌和表达实现的。SP-A 对 ARDS

3.4 黄芪对 ARDS 大鼠肺组织 SP-AmRNA 表达的影响

的保护作用是从静脉内到气管内，还是从细胞到器官，或者是

实时荧光 PCR 结果表明，与模型组相比，其他组肺组织
SP-A 的△CT 值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提

多水平影响肺内多种细胞实现的，需要更深入的探讨，而黄芪

示模型组 SP-A 在肺组织的表达下降；而地塞米松组与黄芪高、
中剂量组肺组织 SP-A 的△CT 值水平和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

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无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黄芪治疗 ARDS 时，可促进 SP-A
蛋白表达水平的上调；黄芪低剂量组与高、中剂量组相比，肺

对 SP-A 的调节作用机制是通过何种途径表达的尚不清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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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对氧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物，以及渗出血浆蛋白灭活作用

kinase activity and inhibits Fas-mediated apoptosis in A549 lung epithelial cells[J].

的抵抗能力明显减弱。Mora 等 [9]在 LPS 引起鼠 ARDS 的动

Am J Physio Lung Cell Mol Physiol,2005,288(1):36-4

物模型中发现 24h 内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内 SP-A 含量减少，

[13]Liu KD, MatthayMA. Advances in critical care for the nephrologist: acute

同时伴有 PS 功能和肺功能的障碍。

lung injury/ARDS [J]. Clint J Am Soc Nephron,2008,3(2):578-586

急 性 肺 损 伤 时 ，肺 泡 II 型 上 皮 细 胞 结 构 破坏 ， 导 致
SP-AmRNA 表达减少，进而使肺表面活性物质中 SP-A 表达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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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其对 sPLA2-II 抑制作用降低，使后者表达增高，从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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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磷脂水解，导致肺泡表面张力增加，肺泡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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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最终导致 ALI/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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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经丸对去卵巢大鼠模型骨密度及血清中
E2、T 的影响
Effects of the Yanjing pill on bone density and E2 and T of serum in
the rat model
翟健宇 牟慧琴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R-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04-03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延经丸对去卵巢模型大鼠骨密度、E2、T 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延经丸对去卵巢骨质疏松模型
大鼠的疗效，为临床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提供科学数据。方法：SPF 级 Wistar 雌性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n＝10）
、空
白模型组（n＝10）、延经丸大剂量组（n＝10）、延经丸小剂量组（n＝10）、西药对照组（n＝10）、中药对照组（n＝10）。假手术
组仅开腹腔见到卵巢，其余各组通过切除两侧卵巢建立大鼠模型，利用骨密度仪检测股骨骨密度值，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测定血清中 E2 、T 含量以及算出比值。以上实验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ANOVA）分析。结果：延经丸
具有明显的治疗去卵巢骨质疏松模型大鼠的功效，初步提示了其为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有效药物，为以后临床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延经丸；E2、T、骨密度；去卵巢；骨质疏松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was focused on effects of the Yanjing pill on the OP rat model for the meaning of treating the OP
following menopause. Methods: 60 ra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psedo-sugery group and blank, high dose of Yanjing pill, little dose of
Yanjing pill, modern medicine control and TCM medicine control groups. The paedo-surgery was to cut abdomen only, rats’ovaries in the
other groups were cut. Density of bone and E2, T was recorded for analysis. Results: The Yanjing pill has obvious clinical efficacy treating
OP in ovary-free rats.
【Keywords】 The Yanjing pill; E2, T, bone density; Ovary free; OP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02
骨质疏松症（Ostcoporosis，OP）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与

研究旨在通过延经丸对去卵巢大鼠模型骨密度及血清中 E2、T、

代谢性疾病，可发生于任何人群和任何年龄，但多见于中、老

E2/T 表达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延经丸的主要药效，评价延经丸

年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将之

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疗效，并探讨其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

列为三大老年病之一，目前全世界约 2 亿人患有骨质疏松症，

症的作用机理，为临床研究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其发病率已经跃居常见病、多发病的第七位，其发于绝经后妇
女，即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Postmenopausal Osteoperosis，

1

材

料

1.1 动物

PMOP）
，她们大约有 1/3 的时间是在绝经后渡过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的寿命不断延长，老年

SPF 级 Wistar 大鼠 60 只，体质量（200±20）g，16 周，

人口迅速增长，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目前国内外

购自甘肃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SCXK（甘）2004-0006]，于

防治骨质疏松的药物非常有限，常用的骨矿化促进剂、骨吸收

甘肃中医学院动物中心实验条件下饲养 3d，饲料、饮用水及空

抑制剂、雌激素替代疗法（HRT）虽有一定作用，但不良反应

气等均经消毒处理，室内温度 20℃～26℃，相对湿度 54%，换

[1-6]

也多，价格也非常昂贵，目前尚没有一种公认的理想药物

。

气次数 16 次/h，氨含量≤13mg•m-3，噪音≤40Db，工作照度

因此，寻找开发高效低毒防治骨质疏松症的药物己成为当务之

18Lux，昼夜明暗交替时间 10/14h。

急。而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大量的研

1.2 药品

究结果又表明，理想的治疗和预防骨质疏松症的药物应既能抑

受试药物为延经丸，由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提供每袋含

制骨吸收，又能促进骨形成。中医药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初步临

生药 20g，人临床服用 10g/次，2 次/d。实验设两个剂量组，即

床研究已显示出了这一独特的优势既有骨吸收抑制作用又有

2g•kg-1 和 1g•kg-1•d 组；中药阳性对照药物为左归丸，由河南

骨形成促进作用且无明显毒副作用。所以，从中医药中寻找有

省宛西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号为 120910，批准文号为国药准

效方剂，开发成药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牟慧琴教授对于治

字 Z41020696，人临床用法用量为 9g/次（90 粒）
，2 次/d。实

疗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颇有心得，她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基

验时大鼠给药剂量为 1.6g•kg-1•d-1；西药阳性对照药物为戊酸

础上开出延经丸方剂，全方采用补肾填精、养肝调志、健脾生

雌二醇片，由法国 DELPHARMlilleS.A.S.公司生产，进口药品

血用于临床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获得了良好疗效。本

注册证号为 H20080108，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J20080036。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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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用法用量为 1mg/次（21 片）
，实验时给药剂量为 0.006g•kg-1

2.2 给药方法

•d-1。其他辅助药物药品还有注射用青霉素钠，由华北制药股

术后当天开始计为实验第 ld，各组动物常规饲养 8 周。从

份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号是 0612117；10%水合氯醛，由甘

第 9 周初开始按组分别灌胃给予相应药物：西药对照组 1 次/d

肃中医学院提供；0.9%生理盐水，由西安京西双鹤药业有限公

灌胃雌二醇悬混液 0.0006g•kg-1，中药对照组 1 次/d 灌胃左归

司生产，批号 090524471。

延经丸大剂量组 1 次/d 灌胃延经丸 2g•kg-1、
丸悬混液 1.6g•kg-1，

1.3 试剂

延经丸小剂量组 1 次/d 灌胃延经丸 1g•kg-1，假手术组和空白模

雌二醇酶联免疫试剂盒（ELISA）
，由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

型组常规喂养不给于药物，连续给药 4 周。给药剂量参照《实

究所生产，器械注册证为京药监械（准）字 2011 第 2400235，

验动物学》
（第 2 版）郝光荣主编：常用实验动物与人的体表

产品标准号为 YZB/京 1512-2010，生产许可证为京药监械生产

面积比值换算得来。

许 20060009 号；睾酮酶联免疫试剂盒（ELISA）
，由北京北方

2.3 标本采集
给药 4 周末，全部处死，各组大鼠处死前 24h 禁食不禁水，

生物技术研究所生产，器械注册证为京药监械（准）字 2011
第 2400239，产品标准号为 YZB/京 1497-2010，生产许可证为

股动脉取不抗凝血 3ml，常规分离血清，用来检测 E2、T。动

京药监械生产许 20060009 号。

物剖解后迅速取出右侧股骨，剔除软组织，用生理盐水浸湿的

1.4 仪器

无菌纱布分别包裹，保存在－20℃冰箱内待检测。检测时，先

北京普朗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DNM-9602A 型酶标分析
仪；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生产洁净工作台；Prodigy 型
lunar 骨密度仪（美国）SFDA 注册号为 20043301375，产品标
准号为 YZB/USA0509；上海金钟常规手术器械。电子称：北

常温常压下解冻，然后用通用电气医疗系统系统的骨密度仪进
行股骨骨密度值监测。
3

大鼠一般情况观察

京赛多利斯公司，型号 BS110S；电子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

在实验期间，假手术组行为活动正常，毛皮、清洁度、二

斯公司，型号 051105；低速冷冻离心机：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

便均正常无不良反应。术后大鼠无死亡，伤口均愈合良好，无

司中佳分公司型号 KDC-2044。

出血、感染等情况。空白模型组大鼠出现懒动、毛发失去光泽、

2

反应迟钝并逐渐肥胖等表现。给药 4 周后，空白模型组大鼠精

实验方法

神萎靡、毛发开叉失去光泽、活动较少、体重增加，中药对照

2.1 去卵巢骨质疏松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动物分组

组大鼠与延经经丸小剂量组活动也较少、有时会非常兴奋、毛

待大鼠适应环境 1 周后，随机分为 6 组即：假手术组（n＝
10）
、空白模型组（n＝10）
、延经丸大剂量组（n＝10）
、延经丸
小剂量组（n＝10）、西药对照组（n＝10）、中药对照组（n＝
10）。除假手术组外其余各组统一造模，用 10%水合氯醛，
0.4mg•kg-1 腹腔注射麻醉，仰卧位固定，取下腹部正中纵行切

发逐渐有了光泽、体重开始逐渐降低，西药对照组与延经丸大
剂量组大鼠基本恢复到正常情况，有时会兴奋多动。
4

检测指标及结果

4.1 体重

口（约 1～2cm）
，切开皮肤，逐层分离皮下组织及肌肉筋膜进

表 1 可以看出，各给药组亦有降低体重的趋势。术后 8 周

入腹腔，于双侧肾下极处找到卵巢（粉红色颗粒状），结扎并

空白模型组体重增长明显超过假手术组，差异有显著性的统计

切除双侧卵巢，分层缝合肌肉、皮肤。假手术组仅打开腹腔见

学意义（P<0.01）
。连续给药 4 周后：①与假手术组比：空白

到卵巢，然后逐层关闭，缝合切口，术后连续肌注青霉素 3d，

模型组体重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

5 万 U/只，1 次/d 预防感染，所有动物在同一条件 [室温（24±

②与模型组比：延经丸大剂量组体重明显降低，差异有显著性

2）℃，相对湿度 40%左右] 下正常饲料喂养，正常摄取饮水。参

的统计学意义（P<0.01）；西药对照组体重和延经丸小剂量组
体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详见表 1。

[7-14]

照文献方法

。

表 l 延经丸对去卵巢骨质疏松模型大鼠体重的影响（ x ± s ）
给药 4 周后/g

组别

动物/只

给药前/g

假手术组

10

287.01±20.39

320.53±26.25

10

中药对照组

10

352.60±23.19

363.21±41.73

西药对照组组

10

356.40±24.07

355.27±39.64

10

延经丸大剂量组

10

延经丸小剂量组
注：与假手术组相比，

▲▲

P<0.01。与模型组相比，

387.19±38.85

★★

空白模型组

★★

356.99±20.31

★★

▲

▲▲

355.59±22.99

348.53±35.24

353.46±22.25

360.55±35.16

▲

▲

P<0.01， P<0.05。

4.2 骨密度检测
表 2 可以看出，各给药组亦有增加骨密度的趋势。各组大
鼠股骨骨密度均显著低于假手术组。
①与假手术组比：空白模型组骨密度显著降低，差异有显

著性的统计学意义（P<0.01）。②与空白模型组比：延经丸大
剂量组骨密度显著升高，差异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
（P<0.01）；中药对照组、西药对照组、延经经丸小剂量组骨
密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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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延经丸对去卵巢骨质疏松模型大鼠骨密度的影响（ x ± s ）
组别

动物/只

股骨骨密度/g·m-2

假手术组

10

0.173±0.006

空白模型组

10

0.150±0.008

中药对照组

10

0.160±0.014

西药对照组

10

0.162±0.011

延经丸大剂量组
延经丸小剂量组
★★

注：与假手术组相比，

▲▲

P<0.01。与模型组相比，

★★

▲

▲

▲▲

10

0.163±0.013

10

0.160±0.013

▲

▲

P<0.01， P<0.05。

4.3 ELISA 检测血清中 E2、T 的含量及 E2/T 的影响

延经丸小剂量组 E2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与

从表 3 可以看出，各给药组亦有增加 E2、T 的含量及 E2/T

T 模型组比：延经丸大剂量组和中药对照组 T 升高，差异有

含量的趋势。模型组大鼠 E2、T 的含量及 E2/T 含量均显著低

统计学意义（P<0.05）
；西药对照组 T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③与 E2/T 模型组比：西药对照组显著 E2/T 升高，

于假手术组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
。
①与 E2 模型组比：西药对照组和延经丸大剂量组 E2 显著
升高，差异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P<0.01）；中药对照组和

差异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P<0.01），延经丸大剂量组 E2/T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详见表 3。

表 3 延经丸对去卵巢骨质疏松模型大鼠 E2、T 的含量及 E2/T 的影响（ x ± s ）
组别

动物/只

E2//nmol•L-1

T/nmol•L-1

E2/T

假手术组

10

0.059±0.007

2.577±0.037

0.023±0.003

空白模型组

10

0.028±0.009

10

中药对照组

0.039±0.014

10

西药对照组

★★

0.062±0.016

▲▲

▲▲

延经丸大剂量组

10

0.048±0.012

延经丸小剂量组

10

0.039±0.011

★★

注：与假手术组相比，

★

▲▲

P<0.01， P<0.05。与模型组相比，

1.808±0.554

▲

★★

2.185±0.454

▲

2.161±0.345

▲

2.185±0.345

▲

▲

2.113±0.346

0.015±0.004

★

0.018±0.008
0.029±0.011

▲▲

0.022±0.005

▲

0.019±0.007

▲

P<0.01， P<0.05。

4.4 结果统计
以 上 数 据 均 采 用 SPSS17.0 统 计 软 件 进 行 单 因素 方 差

[7]翁世芳,黄克,王洪复.大鼠骨密度测定骨质疏松模型研制中的作用[J].第
三界全国骨质疏松研讨会(西安)论文集,1994:270

（ANOVA）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检验，实验数据以均

[8]陈槐卿,李良,郑虎.绝经后骨质疏松的动物模型[J].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值±标准差（ x ± s ）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998,4(2):95

5

结

论

本实验结果发现延经丸既能显著增加去卵巢骨质疏松模

[9]李洪洋.去势雌鼠骨质疏松模型的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1992,19(1):5
[10]程小光.骨质疏松的形态改变及对骨强度影响[J].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1997,18(4):25

型大鼠骨密度含量，又能显著增加 E2、T 含量，又可见 E2/T

[11]王晓,梅其炳,刘莉,等.骨质疏松的动物模型的复制与评价[J].中国骨质疏

接近于假手术组，使性激素恢复正常整体水平，从而调节钙磷

松杂志,2007,13(2):141

的代谢，使骨形成和骨吸收作用达到平衡状态，达到骨细胞活
性增强，抑制破骨细胞生成，表明延经丸对雌激素低下引起的
实验大鼠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有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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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汤剂联合化疗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
影响的评价
Clinical effects of TCM plus chemotherapy on life quality of
cancer patients
宁林金 朱源颖 柏小香
（广州市荔湾区金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广东 广州，510140）
中图分类号：R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07-03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晒参于术扶正汤”联合化疗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方法：60 例无手术指
征的晚期恶性肿瘤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使用常规化疗加西药对症支持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晒
参于术扶正汤”，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 1 个疗程、治疗两个疗程后的生活质量以及半年生存率。结果：两组治疗前生活质量各
维度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治疗一个疗程后躯体功能、角色功能、疲乏、恶心呕吐和疼痛、整体生活质量、呼吸困难、失眠、没有
食欲、便秘和腹泻等维度有统计学差异，P<0.05，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情绪功能及经济困难比较 P>0.05 值，无统计学差异。治
疗两个疗程后，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情绪功能及经济困难比较，P>0.05 值，呼吸和失眠均 P<0.05，其余维度的比较均 P<0.01；
半年生存率实验组高于对照组。结论：“晒参于术扶正汤”联合化疗应用于晚期恶性肿瘤患者能明显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
且无明显不良反应，未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具有一定的临床使用价值。
【关键词】 生活质量；恶性肿瘤；中药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Shaishen Yuzhu Fuzheng decoction on life quality of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divide into 2 groups, in the control routine medicine and chemotherapy were given,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Shaishen Yuzhu Fuzheng decoction were given more, comparing the life quality and survival rate between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physical function, role function, fatigue, nausea, vomiting and pain, life quality, dyspnea, insomnia,
appetite, constipation and diarrhea dimension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gnitive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emotional function and
economic difficulty comparison,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2 courses, cognitive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emotional function,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were compared, P>0.05, breathing and insomnia P<0.05, the other index both P<0.01, half-year survival rate
higher in the treated group. Conclusion: The decoction is effective, economic, no side effects to improve life quality.
【Keywords】 Life quality; Cancer;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03
多数恶性肿瘤患者就诊时已达晚期，体质虚弱，无法进行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使用“晒参于术扶正汤”，3 周

手术治疗，而单纯化疗效果不理想，且化疗的副作用明显降低

为 1 个疗程。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限，目前生活质量作为一项评估晚期

1.2 “晒参于术扶正汤”方药组成

[1-2]

，采取各种治疗手段，尽可能

生晒参、太子参、于术、云苓、田七、鸡血藤、春砂仁、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成为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的治疗原则。我院

灸草、枸杞子、苏夏、山药、女贞子，患者进行辨证论治，在

采用“晒参于术扶正汤”为基础方，根据肿瘤特点加减，联合

此方的基础上按是否兼有气滞、血瘀、痰饮、热毒等症候群辨

化疗治疗无手术指征的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对其生活质量和生

证中药加减。

存期进行调查，现报道如下。

1.3 问卷调查方法

癌症患者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应用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EORTC）生活质量核心问
（QLQ-C30）中文版[3]从五个功能领域、3 个症状领域、一个
整体生活质量领域和 6 个单项测量项目共 15 个维度的标准化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选取无手术指征的晚期恶性肿

得分[4]来评估患者生活质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患者知情

瘤患者 60 例。病例入选标准：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的恶性实体

同意，由经过培训的专人进行问卷调查。所有患者均以电话形

瘤，KPS 评分 40～50 分，均存在可测量病灶，预计生存期≥3

式进行随访，随访率 100%。

个月，治疗前心、肝、肾功能及血常规大致正常。将 60 例患者

1.4 统计学处理

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化疗方案和对症支持治疗。

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各维度的统计描述用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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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年龄 55.3 岁；其中肺癌 20 例，乳腺癌 11 例，胃癌 9 例，结肠
癌 4 例，肝癌 6 例，胰腺癌 2 例，卵巢癌 8 例。两组在年龄和

果

男女构成上无统计学差异。

2.1 一般情况

2.2 两组间不同时期生活质量各维度的比较

受试对象男性 28 例，女性 32 例，年龄 35～76 岁，中位
表 1 两组不同时期生活质量各维度的比较
治疗前

治疗1个疗程后

治疗2个疗程后

领域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实验组

0.013*

81.53±19.16

72.8±34.48 －4.12 0.000**

0.88

60.63±35.49

53.11±28.76 －2.83 0.006**

对照组

t

P

领域
0.21 76.26±21.56 72.9±21.31 －2.57

躯体功能

72.24±16.24

73.2±15.87

1.29

角色功能

53.88±21.23

52.0±24.46

－0.83

情绪功能

61.33±20.96

62.3±19.99

1.02

0.32 69.19±22.31 69.83±25.38

0.75

0.46

69.7±21.65

69.53±20.78

0.90

0.37

认知功能

64.73±22.36 63.24±20.12

1.02

0.32 66.13±25.35 66.07±20.37

0.72

0.47

65.97±23.49

64.83±25.53

0.73

0.47

社会功能

53.97±24.18

52.2±25.35

1.04

0.33 53.17±26.53 54.0±24.78

1.72.

0.91

54.97±24.56

54.83±24.53

0.95

0.35

1.21

0.35 58.67±21.52 55.0±20.11

2.41

0.019

62.56±27.31

57.07±21.32 －3.68 0.001**

38.5±21.14 42.0±21.13

2.41

0.019*

38.03±21.65

45.5±21.59

整体生活质量 53.26±23.66 53.28±26.11

0.41

54.9±20.23 55.0±21.12 －1.75

症状领域
－3.5 0.001**

疲倦

45.21±20.18 46.91±20.13

1.05

0.36

恶心与呕吐

36.03±21.19 35.90±23.14

1.04

0.33 32.27±20.45 35.57±21.57 －2.27

0.027*

32.13±27.63

39.88±24.71 －3.84 0.000**

疼痛

39.69±23.18 39.55±24.14

1.04

0.33 32.47±22.51 36.77±27.43 －2.47

0.016*

32.33±24.71

39.77±27.43 －2.86 0.001**

呼吸困难

26.03±25.18 27.00±27.11

1.05

0.35 19.87±27.35 22.0±19.14 －2.11

0.039*

21.73±25.45

23.93±21.25 －2.12 0.038*

失眠

35.26±24.32 36.01±23.12

1.0

0.32

31.6±23.61 34.87±23.35 －2.41

0.019*

31.53±22.51

34.8±27.41 －2.25 0.029*

食欲丧失

39.23±26.21 38.14±28.19

1.0

0.32 31.83±20.46 35.2±27.66 －2.48

0.016*

29.3.7±22.47

42.4±23.86 －4.94 0.000**

*

6个单项

－3.4 0.001**

便秘

28.97±26.18 29.23±27.11

－0.99

0.30 22.77±24.43 26.13±23.63 －2.64

0.011

21.7±29.47

26.27±0.78

腹泻

27.13±24.15 26.15±23.12

1.0

0.32 21.73±21.34 25.97±22.32 －2.22

0.024*

21.57±20.55

29.17±21.65 －4.0 0.000**

57.25±22.18 58.62±27.11

1.0

0.32 56.34±28.37 54.23±22.14

0.321

53.97±24.18

54.93±20.25

经济困难
*

1.0

0.58

0.56

**

注： 为 P<0.05， 为 P<0.01。

2.3 两组随访半年生存率的比较
实验组半年存活 28 例，对照组存活 22 例，两组半年存活

而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情绪功能及经济困难单项测量比较，
P>0.05，无统计学差异。治疗两个月后，两组的认知功能、情

率比较，x ＝4.32，P＝0.038，有统计学差异。实验组半年存

绪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困难方面比较仍 P>0.05，呼吸和失眠

活率高于对照组。

均 P<0.05，其余领域的比较均 P<0.01，整体生活质量和躯体功

2

3

能得分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其他各项得分，实验组均明

讨论和结论

显低于对照组，可见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进一步得到了改善。两

本次研究选择的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由于机体一般状态差，

组的认知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困难方面比较均无

KPS 评分低，无法耐受手术治疗手段，而单纯的姑息治疗效果

差异，可能与患者有较好的社会支持和医院进行了良好的心理

又不理想，因此，寻找更有效、安全的治疗手段为目前研究关

干预有关。实验组加用的“晒参于术扶正汤”是本院老中医通

[5-6]

扶正联合化疗治疗恶性肿瘤是目前比

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总结得出的验方，方中生晒参、太子参、于

较有效的方法之一。生活质量作为一项评估晚期癌症患者治疗

术、云苓、灸草健脾益气，扶正培源；春砂仁、苏夏、山药醒

效果的重要指标，选择 EORTCQLQ-C30 作为评定量表是因为

脾理气，化痰开胃，使脾气健运，增进胃肠功能，使得生化有

该量表被公认为较好的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问卷量表，可适

源，气血得以化生；枸杞子、女贞子滋养肝肾；田七、鸡血藤

用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且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7-8]。

同时兼顾化瘀消积，与其他学者[9-10]的“扶正补虚”辩证理念

注的焦点。有研究认为

两组治疗前生活质量各维度比较均 t>0.05，没有统计学差异，

相符，“晒参于术扶正汤”与化疗联合应用，一方面是减轻化

治疗一个疗程后躯体功能、角色功能、疲乏、恶心呕吐和疼痛、

疗的毒副反应，另一方面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提高癌细胞对

整体生活质量、呼吸困难、失眠、没有食欲、便秘和腹泻经 t

化疗的敏感性，改善患者的全身状况后出现食欲增强、睡眠质

检验 P<0.05，有统计学差异，整体生活质量得分和躯体功能得

量改善、体力增加、精神状态好转的征象，避免了因化疗的严

分实验组高于对照组，而其他各项实验组均低于对照组，说明

重不良反应所导致的痛苦，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

经过 1 个疗程的治疗，实验组的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存期，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不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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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阳固肾法在阳虚型膝骨性关节炎治疗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therapy of Fuyang Gushen in treating KOA
陈作桓 麦志林 黄伟云 练超英 陈宇宁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医院，广东 广州，511453）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09-03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探讨扶阳固肾法治疗阳虚型膝骨性关节炎的作用。方法：采纳 10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分成治疗组 50
例，对照组 50 例，治疗组给予口服中药（扶阳补骨方：1 剂/d 水煎服，治疗 8 周）；对照组给予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每周 1 次，
用 6 次，口服双氯芬酸缓释片，75mg/d。对照治疗前后的疼痛肿胀指标，治疗后 1 年内发作次数，治疗前后关节液白介素-1β 的
浓度。结果：治疗前后治疗组与对照组的上述指标有显著差异（P<0.05），治疗组的肿胀疼痛指标积分明显减少、1 年内发作次数
显著减少、关节液白介素-1β 浓度降低。结论：用扶阳固肾法治疗阳虚型膝骨性关节炎较传统的治疗方法治疗效果好，可打断患
关节的恶性循环，减轻患者的痛苦、麻烦和经济负担。
【关键词】 膝骨性关节炎；阳虚型；治疗；扶阳固肾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application of the Fuyang Gushen therapy in KOA. Methods: 10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in the treated TCM medicine were given for 8 weeks, in the control sodium hyaluronate was given per week for 6 week and
diclofenac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75mg/d, comparing recurrence after 1 year and density of IL-1β.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here was
obvious difference (P<0.05), pain score in the treated was clearly lower, so did recurrence and IL-1. Conclusion: The TCM therapy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KOA and brea KOA vicious circle.
【Keywords】 KOA; Type of Yangxu; Treatment; The Fuyang Gushen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04
骨性关节炎是退行性骨病的一种，以局灶性关节软骨退行

为探讨扶阳固肾法对阳虚型膝骨性关节炎的治疗效果，从 2011

性变、骨丢失、关节边缘骨赘形成及关节畸形和软骨层骨质硬

年 6 月～2012 年 3 月的属于阳虚型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 100

化为特征的慢性进行性骨关节病。膝关节为好发关节，目前对

例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进行观察，现报告如下。

发病机制的研究未能获得大的突破，较为复杂，病变涉及到滑
膜、软骨、软骨下骨质等各个部位，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较为
局限，在临床的病例中发现按 1999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
[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与分组方法

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膝痹中医证型分型标准进行分型，膝骨

100 例病例均为本院门诊按照纳入标准的患者。分组采用

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80%属于阳虚寒凝型，

按门诊的顺序，单数日期为治疗组、双数日期为对照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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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盲。治疗组 50 例，男 18 例，女 32 例，年龄为 38～65 岁，

均无脱落病例；两组病例经统计学处理性别、年龄、侧别无统

平均年龄为（49.8±4.89）岁，对照组 50 例，男子 16 例，女

计学意义，可比性强（见表 1）
。

34 例，年龄为 38～65 岁，平均年龄为（46.7±4.63）岁，两组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n

组别

性别（n）
男

女

患肢侧（膝数）

年龄（ x ± s ，岁）

左

右

治疗组

50

18

32

49.8±4.89

24

26

对照组

50

16

34

46.7±4.63

28

22

0.41

0.98

P值

0.53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3.1 治疗组：经诊断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给予口服中药扶阳

1.2.1 纳入标准：①符合 1995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对膝骨性关节

补骨方（自拟方）
：制附片 60g（先用凉水浸泡 1h 去水，再在

炎的诊断标准，即 a.1 个月来大多数时间有骨痛。b.关节活动

保持沸腾状态下煎 2h）
，干姜 60g，菟丝子 20g，黄芪 60g，肉

时有骨磨擦音。c.晨僵≤30min。d.年龄>38 岁。e.膝关节有骨

桂 6g，淫羊藿 20g，独活 12g，炙甘草 8g，后 7 种药在制附片

性膨大。满足 a＋b＋c＋d 条或 a＋b＋e 条或 a＋d＋e 条者。

煎 2h 后加入再煎煮 0.5h，第 1 次的药汁倒出，接着煎第 2 次，

②中医诊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

第 2 次煎煮 0.5h 倒出药汁，接着再煎第 3 次，第 3 次同样煎煮

诊断疗效标准》属于阳虚寒凝、肾虚髓亏型者（关节肢体疼痛、

0.5h 倒出药汁，3 次药汁混合，3 次口服，1d 内服完。1 剂/d，

腰膝酸痛、重著、屈伸不利、天气变化加重、昼轻夜重、遇寒

连续服 2 个月。

痛增、得热稍减、耳呜、头晕、舌淡苔白、脉细沉缓）。③属

1.3.2 对照组：患膝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注射剂（施沛特，1

于本地常住人员。④如患者接受过其它保守治疗方法，需经过

次 20mg），每周 1 次，连续 6 次，口服双氯芬酸缓释片，75mg/d。

一周的冼脱期。

1.3.3 两组患者均给予不负重情况下伸直患膝关节，锻炼 2 次/d，

1.2.2 排除标准：①膝关节局部有软组织感染者；②膝关节局

每次做 40 次，并嘱注意保暖，不饮凉茶、冷饮。

部有肿瘤、半月板损伤、十字韧带损伤、腰椎髋关节病变导致

1.4 观察指标及方法

膝关节痛者；③有中风史、出血倾向者；④合并有严重心脑血

1.4.1 治疗前、治疗后 2 个月、1 年疼痛肿胀指标。
（采用中华

管、肝、肾疾病；⑤精神疾病者、哺乳期或准备妊娠的妇女。

人民共和国制定发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制定

1.3 治疗方法

的膝骨性关节炎症状、体征量表作为观察指标）
，见表 2。

表 2 膝骨性关节炎症状、体征量表
症状

1分

2分

3分

夜间卧床休息时疼痛或不适

偶有疼痛或不适

时有疼痛

频繁疼痛

晨僵或起床后痛加重

有不适感，稍活动后消失

有疼痛，稍活动减轻

疼痛明显，活动后不能减轻

行走时疼痛或不适

长途行走>1km 后出现

短途行走<1km 后出现

一行走就疼痛，行走后疼痛加重

从座位站立时疼痛或不适

有轻度疼痛或不适

疼痛或不适明显，但无需帮助

疼痛明显需要帮助

最大行走距离

>1km 但有限

300m～1km

<300m

日常活动

偶有困难

时有困难

不能

登上标准登机梯

能

困难

不能

走下标准登机梯

能

困难

不能

蹲下或弯屈膝关节

能

困难

不能

在不平的路面行走

能

困难

不能

肿胀

膝关节轻度肿胀，休息消失

膝关节明显肿胀，休息后可消失

膝关节持续肿胀，休息后无变化

1.4.2 治疗后 1 年内发作疼痛、肿胀的次数。

治疗前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治疗后 2 个月、1

1.4.3 治疗前、治疗后 2 个月、半年、1 年关节液的白介素-1β

年治疗组上述指标有显著改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的浓度。采用关节内注入 60ml 生理盐水、然后回抽所取的关节

（P<0.05），治疗 1 年后对照组的积分与治疗前比较无差异

液（保存于－20℃）
，试剂盒采用上海依科赛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P>0.05）
。

生产的人 IL-1βELISA 试剂盒（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
。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处理。
2

治疗结果

2.1 治疗前、治疗后 2 个月、1 年疼痛、肿胀指标积分（见表 3）

表 3 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积分表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2 个月

治疗后 1 年

治疗组

50

28.3±6.1

8.9±2.8

15.7±4.1

对照组

50

27.9±5.9

16.4±5.3

2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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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治疗后 1 年内发作次数（见表 4）

中医学认为，局部病变与身体内在的系统性功能失调有着

治疗组的肿胀、疼痛发作次数明显减少，组间比较有统计

命之本，阳气充足、阴气全消、百病不作。本项目运用以温补

学意义（P<0.05）
。

肾阳中药为主组成扶阳补骨方治疗阳虚型膝骨性关节炎取得

表 4 两组治疗后 1 年内发作次数

了较为满意的效果。扶阳补骨方中制附片为扶阳、温经散寒要

组别

n

发作次数

治疗组

50

1.6±0.6

回阳要药，黄芪补气升阳、益卫固表，肉桂、淫羊藿均为温阳

对照组

50

3.2±1.3

药、具有补益肾阳、祛风除湿的功效，独活具有祛风除湿、止

2.3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 2 个月、半年、1 年关节液白介素-1β
浓度（见表 5）
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 2 个
月与治疗前比较两组均有明显降低（P<0.05）
，但对照组半年、
1 年后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半年、
1 年后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
比较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关节液白介素-1β 浓度
减低。

痛功效，菟丝子有补阳益阴之功，根据我们的经验，制附片用
量必须要有 50g 以上方有效果，但用量较大、必须严格煎煮方
法，非常认真地向患者交待清楚，严格按上述方法煎煮，我们
未见有不良反应。在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给予监测肝肾功
能，均未见有临床意义的变化，根据本项目结果显示：治疗组
疼痛、肿胀积分明显减少、1 年内发作次数亦较对照组为少，
关节液的白介素-1β 亦较对照组降低，虽然治疗 2 个月后两组
的关节液白介素-1β 均降低，但半年后对照组又升高，而治疗
子细胞是骨性关节炎病理进程的主要因子，扶阳固肾法对阳虚

组别

治疗前

治疗 2 个月

半年

1 年后

治疗组

3.61±0.67

1.51±0.30

1.67±0.32

1.69±0.29

对照组

3.59±0.62

2.51±0.53

3.41±0.60

3.38±0.56

讨

药、具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的功用，干姜为温中

组未见升高，与症状、体征量表积分的结果相同。由于炎性因

表 5 两组关节液白介素-1β（ng/ml）

3

密切的关系[4]，中医火神派宗师郑钦安强调坎中一阳是人身立

论

型膝骨性关节炎可能通过影响炎性因子而起作用，如白介素-1β
等，白介素-1β 在体内的靶细胞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骨、
软骨细胞，现已了解它对骨性关节炎有多方面的影响，促进软
骨细胞凋亡，参与滑膜炎性病变，本项目所用处方是否通过影
响白介素-1β 而起作用有待进一步证实。

膝骨性关节炎在中医称为“骨痹”，中医认为“骨痹”多

通过本项目研究表明，扶阳补骨方对阳虚型膝骨性关节炎

属于肾气亏虚与邪瘀痹阻的虚证。骨的生长发育有赖于骨髓的

有较好疗效，效果持久、经济低廉、副作用少等，值得在临床

充盈及其提供的营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肾生骨髓”，

中推广。

《素问•六节脏象论》说：“肾其充在骨”，肾主骨生髓是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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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反应等。近年，临床上的一个世界性新动向是重新审视
保守治疗的疗效和应用，由于保守治疗的疗效重新被肯定，而且
发现长期坚持保守治疗的患者能延缓或阻止软骨的破坏进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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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 Bcl-2、Caspase-3
表达的影响
Effects of Baicalin on the expression of Bcl-2、Caspase-3 after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of rats
靳楠楠 王桂芳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河南 郑州，450053）
中图分类号：R-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12-02
【摘 要】 目的：观察黄芩苷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 Bcl-2、Caspase-3 表达的影响，探讨黄芩苷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神经
细胞的保护作用机制。方法：采用改良线栓法建立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模型，给予黄芩苷治疗后观察 Bcl-2、Caspase-3 的表达。结
果：随着黄芩苷剂量的增加，Bcl-2 表达增多，Caspase-3 表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黄芩苷能促进神经细
胞中 Bcl-2 的表达，抑制 Caspase-3 的表达，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关键词】黄芩苷；脑缺血后再灌注损伤；Bcl-2；Caspase-3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Baicalin on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Bcl-2, aspase-3 expression.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nerve cells in the Baicalin on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Methods: Using modified
suture method to build the rat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mode, observing Bcl-2, Caspase-3 expression was given Baicalin. Resluts:
With increasing doses of Baicalin, Bcl-2 expression increased, the de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3.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Baicalin can promote nerve cells in the expression of Bcl-2,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3.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on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Keywords】 Baicalin;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Bcl-2; Caspase-3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05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是指当脑持续缺血超过一定时间后，恢

模型组、黄芩苷低、中、高剂量组，每组各 12 只。采用 ZeaLonga

复缺血区血供，受损的神经细胞不仅没有得到修复，反而进一

改良线栓法[1]制作大鼠大脑中动脉栓塞再灌注模型。10%水合

步引起的细胞功能代谢障碍及结构破坏，大量神经细胞死亡，

氯醛（3ml/kg）腹腔注射麻醉大鼠，仰卧位固定于手术台，行

致使更为严重的脑损伤，而细胞凋亡是神经细胞死亡的主要方

正中纵向切口，暴露右侧颈总动脉（CCA）
、颈内动脉（ICA）、

式。本文通过采用 ZeaLonga 改良线栓法制作大鼠脑缺血再灌

颈外动脉（ECA）及其分支。烙断 ECA 分支后，用缝线结扎

注模型，应用不同剂量的黄芩苷进行干预治疗，观察在脑缺血

ECA 远心端，动脉夹夹闭 CCA 和 ICA。在 ECA 近心端（距

再灌注损伤后黄芩苷对 Bcl-2、Caspase-3 两种调控细胞凋亡的

CCA 分叉处 1～1.5mm 处）穿入一根缝合线备用，用眼科剪将

蛋白的影响，探讨黄芩苷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神经保护作用

ECA 剪断，提起血管残端，插入尼龙栓线轻轻推入 ICA，松开

机制。

ICA 上的动脉夹。当插入距 CCA 交叉约 18～20mm 处并感阻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对象
选用雄性健康清洁级 SD 大鼠 60 只，
体重约为 240～270g，

力时，用备用线将栓线系紧固定，松开 CCA 上的动脉夹。清
理术野后，逐层缝合，栓线另一端留置颈外约 1cm。缺血 2h
后，将栓线轻轻拔出至 ECA 残端，形成脑缺血再灌注模型。
分别于术后及术后 2h 给药，假手术组及模型组予以腹腔注射

分笼喂养，普通饲料，自由饮食水。动物和饲料均由新乡医学

10ml/kg 生理盐水；黄芩苷低剂量组腹腔注射 12.5mg/kg 黄芩

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苷；黄芩苷中剂量组腹腔注射 25mg/kg 黄芩苷；黄芩苷高剂量

1.2 药物与试剂

组腹腔注射 50mg/kg 黄芩苷。

黄芩苷粉剂：郑州嘉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090423。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0%水合氯醛液：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批号：

脑缺血再灌注 24h 后，用 10%水合氯醛（3ml/kg）将大鼠

F20090811。兔抗大鼠 Bcl-2 亲和纯化抗体：北京博奥森生物技

麻醉固定，开胸后经左心室插管至主动脉，剪开右心耳，先用

术有限公司。兔抗大鼠 Caspase-3 亲和纯化抗体：北京博奥森

生理盐水 300～500ml 快速灌注，随后再用 4%多聚甲醛磷酸缓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DAB 试剂盒：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

冲液（4℃，pH7.4）500～1000ml 先快后慢进行灌注。然后快

限公司。即用型 SP 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北京中杉金桥生物

速断头取脑，在视交叉与乳头体之间冠状切取厚约 5mm 左右

技术有限公司。

的脑组织块，置 4%多聚甲醛溶液固定 24h，常规制备脑组织石

1.3 分组及模型建立

蜡切片，厚度约 5um。行 Bcl-2、Caspase-3 免疫组化染色，光

将 6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按体重随机分成 5 组：
假手术组、

镜下细胞质或核膜上有棕黄色颗粒者为阳性细胞。在每张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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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缺血侧皮质及海马区随机选取 10 个不同的高倍镜视野
（×
400）
，以每个视野中阳性细胞作为量化指标，计算阳性细胞率，
来反映 Bcl-2、Caspase-3 蛋白的阳性表达情况。阳性细胞率＝
[阳性细胞数/（阳性细胞数＋阴性细胞数）]×100%。

讨

论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病理机制并不十分清楚，但研究表明
细胞凋亡是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病理表现，也是神经细胞损伤
的主要方式。Bcl-2[2] 是在滤泡性淋巴瘤细胞中染色体易位 t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 SPSS13.0，数据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 ± s ）
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
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 检验法。所得结果均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3

（14-18）的断点上发现的一种原癌基因，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
死亡抑制基因，其家族成员是一组通道蛋白，均与细胞凋亡密
切相关，Bcl-2 有抑制 细胞 凋亡和延长 细胞寿命 的作用 。
Caspase-3[3-4]是凋亡反应过程的执行者，发挥着始动和效应的
作用。因为在 Caspase 依赖的细胞凋亡信号转导中，一种是细
胞外通过死亡受体与相应死亡配体结合，再激活 Caspase 级联

实验结果
模型制备中 2 只大鼠出现蛛网膜下腔出血，3 只大鼠死亡

（考虑死于呼吸衰竭）
，剩余 55 只纳入实验。假手术组 12 只、
模型组 10 只、低剂量组 11 只、中剂量组 10 只、高剂量组 12
只。

及系统，引起细胞凋亡。一种是细胞内病毒感染、DNA 损伤、
缺血缺氧等因素致使一些促凋亡物质从线粒体的内、外膜间隙
释放，从而诱发细胞凋亡。但是尽管这两种途径并不相同，最
后都是通过诱导下游 Caspase-3 的激活而引起细胞凋亡的，因
此 Caspase-3 是细胞凋亡的关键酶。

2.1 Bcl-2 免疫组化结果
假手术组仅有极少量 Bcl-2 表达，模型组、黄芩苷低、中、
高剂量组均有 Bcl-2 阳性表达细胞。模型组 Bcl-2 阳性表达率
最低，随着黄芩苷剂量的增加，Bcl-2 阳性表达率随之增高。
模型组与黄芩苷低、中、高剂量组相比较，组间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黄芩苷不同剂量治疗组间两两比较，
P<0.05，差异亦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黄芩苷[5-6]是从中药黄芩中提取的黄酮类活性有效成分，随
着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报道，黄芩苷越来越多的作用被发掘。其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清除多种氧自由基；减低细胞内钙离
子的浓度；减轻缺血皮质谷氨酸和天门冬氨酸释放增加，从而
降低兴奋性氨基酸的神经毒性作用，产生大脑保护作用；能抑
制角叉菜诱导细胞肿瘤坏死因子（TNF-a）
、白细胞介素-1（IL-1）
的产生，减少黏附因子 CD54、CD106 在血管内皮细胞的表达，

表 1 各组大鼠 Bcl-2 表达阳性率的比较（ x ± s ）

对高糖诱导的内皮细胞凋亡有抑制作用；可减少脑组织含水量

组别

例数（只）

Bcl-2 表达阳性率（%）

及 EB 含量，从而减轻脑水肿及颅内高压，及减轻脑缺血后的

（A）假手术组

12

1.47±0.90

梗死面积等。由此可以看出，黄芩苷可从多种途径抑制脑缺血

（B）模型组

10

35.78±6.36

再灌注损伤。

（C）低剂量组

11

41.77±4.11

（D）中剂量组

10

50.37±5.73

（E）高剂量组

12

72.73±5.65

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在 Bcl-2 免疫组化检验方面，相对于

★

模型组，随着黄芩苷治疗剂量的增加，Bcl-2 的阳性表达逐渐

★◆

增加，黄芩苷可提高神经细胞 Bcl-2 的表达；在 Caspase-3 的免

★◆▲

注： 表示与模型组比较（P<0.05）， 表示与低剂量组比较（P<0.05）， 表

疫组化的检验方面，随着黄芩苷治疗剂量的增加，Caspase-3

示与中剂量组比较（P<0.05）
。

的阳性表达数在逐渐减少，黄芩苷可抑制 Caspase-3 的阳性表

★

◆

▲

达。因此考虑黄芩苷可通过提高 Bcl-2，降低 Caspase-3 的表达，

2.2 Caspase-3 免疫组化结果
假手术组仅有微量 Caspase-3 表达，模型组及黄芩苷低、
中、高剂量组的脑缺血皮质区均有 Caspase-3 阳性表达细胞。
模型组 Caspase-3 阳性表达率最高，随着黄芩苷剂量的增加，
Caspase-3 阳性表达率随之降低。模型组与黄芩苷低、中、高
剂量组相比较，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黄芩
苷低、中、高剂量组组间两两比较，P<0.05，差异亦具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 2。

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的神经细胞进行保护，且随着黄芩苷治
疗剂量的增加，对缺血再灌注性脑损伤的保护越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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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剂量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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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大鼠行早期离断外用中药治疗后创面中
瘦素及瘦素受体变化的实验研究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changes of leptin and OB-RL of the wound place
treated with TCM medicine in the DF rats
蒋延国 1 谢 雷 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2.黑龙江省尚志市人民医院，黑龙江 尚志，150600）
中图分类号：R-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14-03

【摘 要】 目的：利用免疫组化技术，观察糖尿病足大鼠创面愈合过程中，瘦素（Leptin）及瘦素受体（OB-RL）在组织各
部分的表达水平。方法：糖尿病足大鼠造模成功后，选取 60 只随机分成三组，对照一组采用降糖、高位截肢术后抗炎换药治疗；
对照两组采用降糖、早期离断术后抗炎换药治疗；实验组采用降糖、早期离断术后抗炎中药换药治疗。结果：实验组外用中药能
够促进创面局部组织中瘦素的表达，使表达水平基本达到正常，同时可促进瘦素受体蛋白表达。炎细胞的浸润，可影响瘦素和瘦
素受体蛋白的表达，出现创面愈合不良。结论：早期离断术后抗炎、中药换药处理糖尿病足大鼠足部溃疡可明显提高创面局部组
织中瘦素及瘦素受体水平，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具有明显优势，适合临床治疗方面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 早期离断；瘦素；瘦素受体；创面愈合；糖尿病足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expression of leptin and OB-RL by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s. Methods: Base on the
DF rat model, 60 rat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in the control 1 the therapy of Hypoglycemic and Anti-inflammatory was taken following
high amputation, in the control 2 following early amputation the therapy of Hypoglycemic and Anti-inflammatory was taken, in the treated
group TCM Anti-inflammatory was taken more than control 2. Results: During examination of leptin and OB-RL, expressions could found
in the wound place. Conclusion: TCM anti-inflammatory medicine following early amputation could improve generation of leptin and
OB-RL, shorten the healing time and have some advantages.
【Keywords】 Early amputation; Leptin; OB-RL; Wound healing; Diabetes feet (DF)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06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老化的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鼠 SPKit 一抗为鼠来源的免疫组化试剂盒、

变化，糖尿病的患病人数，特别是 II 型糖尿病患者群迅速增长。

大鼠瘦素抗体、大鼠瘦素受体抗体、免疫组化抗体稀释液、PBS

糖尿病足作为并发症临床上非常常见，在治疗上就涉及到选择

缓冲液。二氨基联苯胺/DAB 染色试剂盒（25 倍稀释）
。

合适的治疗方法以更多保存肢体、促进创面愈合的问题。我们

1.2 动物造模与分组

可通过动物模型初步探讨不同治疗方法的治疗作用。本实验试

大鼠 120 只以高脂高蛋白喂养，室温 18℃～22℃，自由摄

图通过检测研究对象的血清瘦素水平、创面局部组织中瘦素和

食、饮水，饲养 30d 后，以 pH4.2，0.1mmol/L 的枸橼酸钠缓

瘦素受体的水平，探索不同治疗方法的优劣。

冲液在 4℃条件下溶解链脲佐菌素（STZ）
，配成 1%溶液，以

1

资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
采用清洁级 SD 大鼠 120 只，雌雄各半，体重在 200～250g

55.0mg/kg 的剂量在大鼠空腹时左下腹注射入腹腔，注射后监
测血糖，
注射后连续 3d 监测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在 12.0mmol/ml
以上者入选继续造模。使用 8%的硫化钠溶液进行脱毛处理，
脱毛后恢复 2d 后选择大鼠的下肢膝关节上外侧皮肤，下肢固

之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实验动物合格证

定，持续按压，60min/次，2 次/d。按压后以 50%冰醋酸涂抹

号：SCXK 黑 2008004。

创面，连续 7d 形成皮肤溃疡模型。选用溃疡 3 级以上的大鼠

中药制剂：外用中药以补益生肌为法，方用黄芪 30g，生

共 60 只，随机化分为三组，每组 20 只。
（溃疡分级按 Wagner

地 20g，白术 20g，甘草 20g，白芷 20g，当归 30g，紫草 30g。

分级为 5 级：0 级-完整皮肤；1 级-表浅溃疡；2 级-深部溃疡（影

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制剂室采用适量基质调制成膏剂，外

响软组织）；3 级-骨髓炎和（或）深部脓肿（包括骨）；4 级-

敷创面使用。

足前部坏疽；5 级-足后部坏疽。
）

仪器：德国莱卡 2135 型切片机、美国 moticam3000 显微
摄影成像系统、Olympus 光学显微镜、试剂：链脲佐菌素（STZ）

1.3 实验方法
60 只糖尿病足大鼠按照完全随机的方法分为三组，即对照

（Sigma 公司）
、柠檬酸氢钠、8%Na2S 溶液、柠檬酸钠、50%

一组、对照二组和实验组，每组大鼠均日 3 次皮下注射普通胰

冰醋酸溶液、双蒸水。免疫组化试剂：（均购买自北京博奥森

岛素，剂量为 1u/100g，进行降糖治疗两天，使其血糖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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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mol/L，然后进行手术治疗。对照一组采用 2%戊巴比妥钠腹
腔注射麻醉，显效后消毒患肢，高位截肢，断端缝合包扎，每
日术区换药。对照二组采用 2%戊巴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后消

2.2 瘦素受体（OB-RL）在溃疡创面周围组织各部分的表达水平
造模成功后瘦素受体（OB-RL）在溃疡创面周围组织各部分的表达（图 4）

毒患肢，取在皮肤炎症与正常交界处进行离断（早期离断），
断端缝合包扎，术后每日换药。实验组采用 2%戊巴比妥钠麻
醉，显效后常规消毒患肢，在皮肤炎症与正常交界处进行离断

对照一组

对照二组

实验组

造模成功后 OB-RL 蛋白在创面的表达情况如图 4 所示。

（早期离断）
，断端缝合包扎，包扎止血。术后第 1 日开始，
每日外用中药换药包扎，外敷创面每次适量，以薄层覆盖完整

对照一组创面的浅筋膜和深筋膜都可发现 OB-RL 蛋白均匀表

创面连带周围健康组织 2cm 为标准。

达，这与创面血性渗出形成的修复有关。在疏松结缔组织中仅

组织标本的采集：三组大鼠分别于造模成功后、手术前、

有少量表达，与其结构破坏、炎细胞浸润有关。

术后每组每次随机选取 12 只大鼠分别于第 4 日和第 7 日共 4

对照二组愈合过程中 OB-RL 蛋白表达在整个愈合过程中

个时间点，沿创面切取全厚皮瓣及部分肌肉组织后立即放入

呈低水平表达，无明显的规律，且组织中有大量无规则分布的

10%的福尔马林溶液中，于 48h 内制成蜡块保存，用于免疫组

炎性细胞，提示创面修复差。
实验组愈合过程中 OB-RL 蛋白在在肌肉组织中和浅筋膜

织化学染色。

的深部可见 OB-RL 高表达，提示实验组早期愈合良好。

1.4 观察指标
观察创面愈合过程中，瘦素（Leptin）及瘦素受体（OB-RL）
在溃疡创面周围组织各部分的表达水平。
2

结

术后第 4 日瘦素受体（OB-RL）在溃疡创面周围组织各部分的表达（图 5）

果

2.1 瘦素（Leptin）在溃疡创面周围组织各部分的表达水平

对照一组

对照二组

实验组

术后第 4 日 OB-RL 表达的情况如图 5。对照一组愈合过称

造模成功后瘦素在溃疡创面周围组织的表达（图 1）

中 OB-RL 蛋白的表达呈中低水平，各层表达均匀。
对照二组 OB-RL 蛋白表达呈低水平，提示创面修复修复
较慢较差。深筋膜部分区域 OB-RL 蛋白表达程度很低。
对照一组

对照二组

实验组术后第 4 日时，OB-RL 蛋白在深筋膜表达水平较

实验组

由图 1 所示，可观察到造模成功后 Leptin 在局部组织中的
表达情况。造模成功后，在浅筋膜皮下组织以及深筋膜的肌肉
筋膜和肌肉组织中都可见到 Letpin 的表达。在脂肪组织中无
明显表达。其中在溃疡面炎症较重的区域表达更为明显，可同

高。与对照一组相比，浅筋膜和深筋膜区域的表达明显增多，
提示愈合后期实验组皮肤愈合较快。
术后第 7 日瘦素受体（OB-RL）在溃疡创面周围组织各部分的表达（图 6）

时伴有炎性细胞的大量浸润。说明造模成功后，组织的修复开
始在局部肉芽组织内进行。
对照一组

术后第 4 日瘦素在溃疡创面周围组织的表达（图 2）

对照二组

实验组

术后第 7 日，对照一组 OB-RL 蛋白表达很少。对照二组
术后第 7 日，OB-RL 蛋白表达在肌肉组织中明显增多，提示
创面修复修复较慢。实验组在术后第 7 日，OB-RL 蛋白在肌肉

对照一组

对照二组

实验组

图 2 显示的是术后第 4 日 Leptin 在三组创面的表达。对
照一组，Leptin 在皮肤、浅筋膜的各层中均有少量表达。在对
照二组中，各层结构中 Leptin 的表达与对照一组无明显差异。
在实验组，Leptin 表达情况良好，但暂时无明显差异。

组织中略多，同对照一组相比各层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一组。
3

讨

论

瘦素是基因的表达产物，由脂肪细胞等合成后分泌入血，
作用于瘦素受体而发挥作用[1]。瘦素受体在体内分布广泛，在
心、肺、淋巴结、肾上腺髓质、皮下脂肪、腹膜后脂肪和肠系

术后第 7 日瘦素在溃疡创面周围组织的表达（图 3）

膜脂肪外周组织中也有瘦素表达。其可促进脂肪代谢及能量消
耗，促进上皮细胞血管生长，并能调节免疫系统，抑制脂肪细
胞的合成等。瘦素及瘦素受体在皮下脂肪的表达最强[2]游离的

对照一组

对照二组

实验组

图 3 显示术后第 7 日三组 Leptin 的表达。
随着创面的愈合，

瘦素具有生物活性[3]，分泌入血后作用于瘦素受体，参与机体
物质和能量代谢等广泛的生物学反应。瘦素参与调节心血管系

Leptin 的表达呈减退的趋势。对照一组的 Leptin 浅筋膜表达量

统正常生理功能，与糖尿病微血管和大血管病变发生发展的一

较多，提示 Leptin 与创面浅部的修复有关。在对照二组，有炎

系列危险因素如肥胖、高血压，脂代谢紊乱密切相关[4]，有研

细胞浸润，Leptin 表达量低。实验组，Leptin 在皮下组织深浅

究发现，肥胖的哺乳动物体内瘦素浓度均增高[5]。曹瑛等[6]的

各层高表达，提示中药促进愈合的效果更好些。

（下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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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捻金胶囊联合乳果糖口服液治疗婴幼儿功能性
便秘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nfantil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with Yinianjin
capsule and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可喜来 燕小伟
（甘肃省泾川县人民医院，甘肃 泾川，744300）
中图分类号：R25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16-02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研究一捻金胶囊联合乳果糖口服液治疗婴幼儿功能性便秘的疗效。方法：将 80 例功能性便秘患儿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采用一般疗法（调节饮食、训练排便、适量活动）
。治疗组 50 例在此基础上加服一捻金胶囊及乳
果糖口服液，疗程为 21d 观察便秘改善情况。结果：治疗总有效率 88%，高于对照组 50%（P<0.01）
。结论：一捻金胶囊联合乳
果糖口服液治疗婴幼儿功能性便秘，疗效显著，安全有效。
【关键词】 一捻金胶囊；乳果糖口服液；功能性便秘；婴幼儿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inianjin capsule combined with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on treating
infantil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50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Yinianjin capsule and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more.
The improvement of constipation was investigated after a 21-day treatment cours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8%,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50% (P<0.01). Conclusion: Yinianjin capsule combined with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safe on treating infantil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Keywords】 Yinianjin capsule;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Infa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07
功能性便秘是儿童排便障碍的常见原因，大多是由于膳

对照组采用基础疗法：①调节饮食—母乳喂养；按时添加

食结构不合理，缺乏正常排便习惯，肠道菌群失调或直肠动

辅食；避免长期食用细粮和高蛋白质饮食，多食粗粮及蔬菜、

力障碍所致，占小儿便秘的 90%以上，占小儿胃肠门诊的

水果、红薯等富含纤维素食物；适量补充水分；②训练排便习

[1]

25% 。日久可影响小儿生命质量，甚至对生长发育产生不良

惯—按时排便，每日晨起坐便盆，限时排便（一般 3～10min）
，

后果 [2] 。目前尚无理想的治疗方案，笔者用一捻金胶囊联合

避免玩耍，精神放松；③每天进行适量运动。治疗组在基础治

乳果糖口服液治疗婴幼儿功能性便秘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现

疗的基础上给予药物治疗，口服一捻金胶囊（福建建东药业有

报告如下。

限公司生产）
，<1 岁者 1 粒/次，1～4 岁者 2 粒/次，1～2 次/d。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8 年 4 月～2012 年 3 月本院诊治 80 例功能性便秘
患儿，均符合 2006 年推出的 FGID 罗马 III 标准中关于婴幼儿

乳果糖口服液（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生产）
，1～4 岁者起始
剂量 5～10ml，晨服，<1 岁者，5ml/d 晨服，服用 2d 后，如果效
果不明显可加大剂量，若出现稀便则减量。两组治疗时间均以 21d
作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停用一切抗生素、泻剂和胃肠动力药。
1.3 疗效标准

便秘的诊断标准[3]：4 岁以下小儿具有以下至少 2 项，且症状

显效：1 周 5 次以上排便，为成形软便，无排便费力及哭

持续 1 个月以上。①1 周 2 次或 2 次以下排便；②每周至少 1

闹。有效：1 周 3～5 次排便，为成形干便，排便费力情况有所

次大便失禁；③具有粪便滞留的病史；④具有大便粗、硬的病

改善，无哭闹。无效：便秘症状无改善。显效率＋有效率来计

史；⑤大便造成厕所堵塞。将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算总有效率。

治疗组共 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4 个月～4 岁，病程
5 周～2 年，<1 岁 23 例中，人工喂养 12 例，母乳喂养 5 例，
混合喂养 6 例。1～4 岁 27 例中，均以高蛋白饮食为主，蔬菜
及富含纤维素食物摄入较少。对照组共 30 例，男 19 例，女 11

2

结

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50%，治疗组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差异显著，详见下表 1。

例，年龄 3 个月～4 岁，病程 4 周～2 年，<1 岁 17 例中，人工
喂养 10 例，母乳喂养 3 例，混合喂养 4 例，1～4 岁 13 例中均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以高蛋白饮食为主，蔬菜及富含纤维素食物较少。两组患儿性

组别

n

显效

别、年龄、病程和饮食习惯等基础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组

50

21（42）

23（46） 6（12）

88

（P>0.05）
。

对照组

30

6（20）

9（30）

50

1.2 治疗方法

2

有效

①

注：与对照组比较 x ＝13.99， P<0.01。

无效

15（50）

总有效率（%）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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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常由于排便规律改变所致，指排便次数明显减少，大
便干燥坚硬，秘结不畅，排便时间间隔较久（>2d）
，无规律，
或有便意而排不出大便，常见症状是排便次数明显减少，常伴
有排便困难感的病理现象。其主要原因有：①盆底肌肉协调障
碍；②膳食纤维摄入不足；③不良精神因素及排便习惯；④胃
肠激素分泌和调控异常影响了胃肠蠕动；⑤肠道微生物生态菌

-17不能被吸收，可以原型到达结肠，并立即吸收水分到肠道或防
止大便中的水分被吸收来增加肠道中的水分；另外乳果糖在肠
道中被消化道菌群转化成低分子量有机酸，导致肠道内 pH 值
下降，从而增高肠内渗透压，使粪便湿化。上述作用均刺激结
肠蠕动，保持大便通畅，缓解便秘，同时恢复结肠的生理功能[5]。
总之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患儿服用一捻金胶囊及乳果糖口
服液后粪便性状的改善及恢复正常排便规律的疗效显著，无毒

群紊乱[4]。对于婴幼儿如果大便延迟三天以上可能造成排便疼

副作用，无成瘾性，儿童服用依从性好，值得临床应用。

痛，并导致肛裂及肛门痉挛，并引起不敢排便的条件反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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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糖尿病足溃疡与非糖尿病慢性足溃疡创面难愈合机

液供应。生地发挥解毒功效，可抑制炎性细胞浸润、白术补气

制存在不同，前者可能与瘦素功能受体蛋白 Ob-R 表达下降，

活血，各药味综合以补气益气、生肌活血为法，能够达到较目

细胞因子与受体结合发生障碍，修复信号不能正常传递有关。

前单纯截肢治疗、外科普通换药相比较更好的疗效。

OB-RL 蛋白是转导 Leptin 信号的受体。人的成纤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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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广泛表达，二者对维持皮肤组织发育及生理功能方面的作

理论与实践,2011,5(16):465-466

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通过对实验结果的观察，我们认为外用中药能够促进创面
局部组织中 Leptin 的表达，使表达水平基本达到正常，同时促
进创面局部组织中 OB-RL 蛋白的表达。其作用机理可能与促
进肉芽组织再生，诱导大量成纤维细胞迁移与分泌有关。同时，
外用中药成分抑制了局部组织炎性细胞的增殖，对促进局部组
织中的瘦素、瘦素受体的表达有关。若截肢位置低，由于炎细
胞的浸润，可影响 Leptin 的表达，出现愈合不良。
故 Leptin 的正常表达是糖尿病创面愈合的典型特征，其受
体 OB-RL 蛋白的表达是传到各种促进愈合信号的重要途径之

[2]Cost A, Poma A, Martgnonie, et al. Stimulation of corticotrophin hormone
release by the obese(ob) gene product, leptin, from hypothalamic explants.
Neuroreport,1997,8:1311-1314
[3]Sinha M K, Opentanova 1, Ohannesin J P, et al, Evidence of free and bound
leptin in human circulation, J Clin Invest,1996,98:1277-1284
[4]Cumin F, Baum HP, Levens N. Leptin is cleared from the circulation
primarily by the kidney. Int J Obes Relat Metab Disord,1996,20(12):1120-1126
[5]Brito N, Fonseca M, Dinis I, et al. Metabolic factors in obesity[J]. J Pediatr
Endocrinol Metab,2010,23(112):97-100
[6]曹瑛,等.瘦素及其功能受体 ob-Rb 在糖尿病足溃疡中的表达特征[J].中华
医学杂志,2006.9(86).supplemennt

一。血清中瘦素可通过皮肤局部的微循环作用于位于皮下组织
中的瘦素受体，发挥瘦素增强代谢、促进局部毛细血管增生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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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方剂的紫草化腐生肌，白芷、黄芪可提高局部免疫力，
当归止痛活血、促进创面肉芽组织生长，维持肉芽组织良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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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消化性溃疡 78 例
疗效观察
Treating 78 cases of Helicobacter pylori-associated peptic ulcer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谢焕文
（苍梧县中医院，广西 苍梧，543199）
中图分类号：R573.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18-03

证型：IDGA

要】 目的：观察清幽愈疡汤配合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治疗幽门螺杆菌（Hp）相关性消化性溃疡的临床

疗效。方法：将 156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78 例。对照组采用口服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
疗基础上加服中药自拟清幽愈疡汤（党参、柴胡、枳壳、白芍、丹参、香附、蒲公英、黄连、海螵蛸、白芨、田七粉、甘草）
治疗。两组均以 6 周为总疗程。观察证候疗效、胃镜疗效、Hp 根除率、复发率。结果：证候疗效临床痊愈率治疗组为 80.77%，
对照组为 70.51%，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8.72%，对照组为 88.46%，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胃镜疗
效临床痊愈率治疗组为 78.21%，对照组为 66.67%，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7.44%，对照组为 87.18%，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P<0.05）。Hp 根除率治疗组为 93.59%，对照组为 80.77%，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2 年后复发
率治疗组为 11.48%，对照组为 34.62%，两组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结论：清幽愈疡汤配合奥美拉唑、阿莫西
林、克拉霉素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消化性溃疡疗效显著。
【关键词】 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中西医结合疗法；清幽愈疡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Qingyou Yuyang decoction plus omeprazole, amoxicillin and
clarithromycin in treating Hp peptic ulcer. Methods: 15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in the control omeprazole,
amoxicillin and clarithromycin were given,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Qingyou Yuyang decoction was given more. After 6 weeks syndromes,
endoscopy efficacy, Hp eradication rate, recurrence rate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Curing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0.77%,
70.51%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8.72%/88.46%,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Gastroscopy efficiency was
78.21%/66.67%, the total efficyency was 97.44%/87.18%,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Hp eradication rate was 93.59%/80.77%,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2 years recurrence rate was 11.48%/34.62%,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Conclusion: The Qingyou
Yuyang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Hp peptic ulcer.
【Keywords】 Hp peptic ulcer; Helicobacter;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Qingyou Yuyang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08
消化性溃疡（Pepticulcer）是消化系统的一种常见病、多

的慢性上腹部疼痛，应用碱性药物可缓解；②胃镜检查可见到

发病，其中以胃和十二指肠的溃疡为最常见。消化性溃疡的发

活动性溃疡。中医辨证分型参照《中医内科学》[2]中关于胃脘

病率及自然复发率较高，现代医学认为，本病的发生和复发同

痛的分型进行辨证判定，分为胃气壅滞型、胃中蕴热型、瘀血

幽门螺杆菌（Hp）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其以胃脘痛为主要临床

阻滞型、胃阴不足型、肝胃气滞型、肝胃郁热型、脾胃虚寒型。

表现，多数学者认为应归属于“胃痛”范畴，其出现的泛酸、

1.2 排除标准

嘈杂、呕恶、呕血等应视为其伴症或变证。笔者采用中西医结

有特殊原因的胃或十二指肠溃疡，如胃泌素瘤，肝硬化等；

合疗法治疗 Hp 相关性消化性溃疡，收到较满意的疗效，现报

有急腹症，如消化道大出血、穿孔或幽门梗阻等并发症；癌性

道如下。

溃疡及吻合口溃疡；过敏体质不宜做药物试验观察者；合并有

1

心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及精神病患者。

临床资料

1.3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来自本院门诊患者，共 156 例，均符合以上诊

1.1 诊断标准
[1]

参照《中药新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中消化性溃疡的诊断标准：①长期反复发生的周期性、节律性

断标准及排除标准，
做了 14C-尿素呼气试验检测 Hp 均为阳性，
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78 例，男 46 例，女 32 例；年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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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岁，平均 42.8 岁；病程 7 个月～21 年，平均 8.3 年，胃溃

（11.54%）
，有效 5 例（6.41%）
，无效 1 例（1.28%）
，总有效

疡 24 例，十二指肠溃疡 51 例，复合性溃疡 3 例。对照组 78

率为 98.72%；对照组 78 例，临床痊愈 55 例（70.51%）
，显效

例，男 48 例，女 30 例；年龄 18～78 岁，平均 43.6 岁；病程

8 例（10.26%）
，有效 6 例（7.69%）
，无效 9 例（11.54%）
，总

8 个月～19 年，平均 8.6 年，胃溃疡 26 例，十二指肠溃疡 50

有效率为 88.46%。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例，复合性溃疡 2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P>0.05）
，具有可比性。

4.5 两组胃镜疗效比较

2

治疗组 78 例，临床痊愈 61 例（78.21%），显效 9 例

治疗方法

（11.54%）
，有效 6 例（7.69%）
，无效 2 例（2.56%）
，总有效

2.1 对照组

，显效
率为 97.44%；对照组 78 例，临床痊愈 52 例（66.67%）

口服奥美拉唑胶囊，20mg/次，2 次/d；阿莫西林分散片，

8 例（10.26%）
，有效 8 例（10.26%）
，无效 10 例（12.82%）
，

0.5g/次，2 次/d；克拉霉素分散片，0.25g/次，2 次/d。服药 2

总有效率为 87.18%。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周后停用阿莫西林分散片和克拉霉素分散片，然后继续服用奥

（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美拉唑胶囊 4 周，20mg/次，1 次/d，总疗程为 6 周。

4.6 Hp 根除率比较

2.2 治疗组

经治疗停药 1 月后治疗组检测 Hp 阴性者 73 例，根除率为

口服奥美拉唑胶囊，20mg/次，2 次/d；阿莫西林分散片，

93.59%；对照组检测 Hp 阴性者 63 例，根除率为 80.77%。两

0.5g/次，2 次/d；克拉霉素分散片，0.25g/次，2 次/d。服药 2

组 Hp 根除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治疗组优于

周后接着改用自拟清幽愈疡汤内服治疗，基本方：党参 15g，

对照组。

柴胡 10g，枳壳 10g，白芍 15g，丹参 15g，香附 10g，蒲公英

4.7 两组复发率比较

12g，黄连 5g，海螵蛸 12g，白芨 10g，田七粉 5g，甘草 6g。

对两组中胃镜疗效临床痊愈的患者均随访 2 年，满 2 年做

加减法：偏胃气壅滞者加苏梗 10g，佛手 10g；偏胃中蕴热者

胃镜复查，治疗组临床痊愈 61 例，复发 7 例，复发率为 11.48%；

加黄芩 10g，大黄 5g（后下）
；偏瘀血阻滞者加蒲黄 10g（包煎）
，

对照组临床痊愈 52 例，复发 18 例，复发率为 34.62%。两组复

五灵脂 10g（包煎）
；偏胃阴不足者加麦冬 12g，沙参 12g；偏

发率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治疗组明显低

肝胃气滞者加川芎 10g，郁金 12g；偏肝胃郁热者加山栀 10g，

于对照组。

丹皮 10g；偏脾胃虚寒者加黄芪 15g，熟附子 10g（先煎）
，肉
桂 5g（后下）
。1 剂/d，水煎成 450ml，分早、中、晚 3 次内服，
连服 4 周，治疗组总疗程亦为 6 周。
3

讨

论

消化性溃疡是一种慢性复发性溃疡，本病的发病及复发同
感染 Hp 密切相关，根除 Hp 是治疗 Hp 相关性消化性溃疡最有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效的治疗方法，近年来，西医根除 Hp 的“三联疗法”在促进

3.1 观察指标

溃疡愈合、降低复发率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

证候疗效；胃镜疗效；Hp 根除率；复发率。

消化性溃疡属中医“胃痛”范畴，常伴泛酸、嘈杂、呕恶，

3.2 统计学方法

甚至呕血等症状或变证。本病病程大多数比较长，中医学有“久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4

5

病多虚”
、
“久病多瘀”
、
“久病入络”之论断，故其病情往往虚
实夹杂，寒热交错；广州中医药大学劳绍贤教授认为气滞血瘀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与局部病灶炎症活动是溃疡病缠绵难愈的重要病理机制，运用
4.1 证候疗效判定标准
[3]

参照《中药新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清热消炎，活血化瘀法治疗有助增加疗效[5]。且劳教授进行临
床观察得出了消化性溃疡以脾虚肝郁，肝胃不和型为多的结

疗效标准制定。临床痊愈：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

论。综上所述，消化性溃疡的病机为脾虚肝郁，肝胃不和，且

积分减少≥95%；显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

湿热邪毒客于胃腑与其气血相搏结，致使局部血脉瘀阻，化腐

≥70%；有效：症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30%；

为疡。针对其病机特点，笔者自拟扶正祛邪，标本兼顾的清幽

无效：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不

愈疡汤治疗本病。方中党参健脾补气；四逆散疏肝理脾，行气

足 30%。

止痛；香附疏肝理气止痛；丹参活血祛瘀、凉血消肿；田七活

4.2 胃镜疗效判定标准

血、化瘀、止痛；蒲公英清热解毒利湿。黄连清热燥湿，泻火

参照《中药新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4]

解毒；海螵蛸制酸止痛；白芨消肿、敛疮生肌。全方共奏健脾

疗效标准制定。临床痊愈：溃疡及周围炎症全部消失；显效：

疏肝、行气活血止痛、清热凉血解毒，敛疮生肌愈疡功效。临

溃疡消失，仍有炎症；有效：溃疡面缩小 50%以上；无效：溃

证可根据不同证型加减用药。偏胃气壅滞者加苏梗行气宽中，

疡面缩小不及 50%。

佛手理气和中；偏胃中蕴热者加黄芩清热祛湿，泻火解毒，大

4.3 Hp 根除标准

黄清热解毒，泻火攻积；偏瘀血阻滞者加蒲黄活血祛瘀，行气

疗程结束停药 1 月后做 14C-尿素呼气试验复查 Hp 为阴性。
4.4 两组证候疗效比较
治疗组 78 例，临床痊愈 63 例（80.77%），显效 9 例

解郁，五灵脂活血化瘀止痛；偏胃阴不足者加麦冬润肺养阴、
益胃生津，沙参清肺养阴、益胃生津；偏肝胃气滞者加郁金疏
肝解郁、活血止痛，川芎活血行气止痛；偏肝胃郁热者加山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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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皮清肝泻火、泄热利湿；偏脾胃虚寒者加黄芪补气助阳，加

[2]田德禄.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218-221

熟附子、肉桂补火助阳散寒。而且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黄连、

[3]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蒲公英、丹参、柴胡、枳壳、白芨均具有不同程度抑制、杀灭

[4]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幽门螺旋杆菌的作用，海螵蛸抑制胃酸，改变胃内环境的酸碱

[5]劳绍贤.论清热解毒法在溃疡病治疗中的意义[J].中药药理与临床,1987,

度，破坏 Hp 生存环境，加速 Hp 死亡。

(1):13

本研究表明，清幽愈疡汤配合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
霉素，中西药联用，中药、西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起到协
同作用，与用纯西药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三联疗法
比较，提高了 Hp 根除率，提高了总有效率，显著降低了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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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溃疡复发率。其治疗方法可供临床借鉴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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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术后中医药活血化瘀药物的运用对骨折愈合及
远期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medicine of Huoxue Huayu on
bone healing following bon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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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药活血化瘀药物对骨折愈合的影响和远期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104 例需行内固定手术治疗的
骨折患者，其中以胫骨中下 1/3 及股骨颈骨折为主，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2 例，观察组在术后采取活血化瘀中药组方，观
察两组术后的疼痛程度及愈合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术后 3d、5d、7d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在
不同时间段 VAS 评分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观察组患者术后 3 周末、4 周末、5 周末骨痂处骨密度测定值均高于对照
组，组间在不同时间段骨密度测定值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观察组治愈率 92.31%，好转率 7.69%，无骨不连发生，
平均骨折愈合时间（29.31±1.22）周，对照组治愈率 80.77%，好转率 13.46%，骨不连发生率 5.77%，平均骨折愈合时间为
（38.41±1.41）周，两组骨折愈合时间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t＝35.19，P<0.05），治愈率观察组高于对照组，骨不连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骨不连发生率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42，P<0.05）
，但治愈率统计学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骨折术后采取中医药活血化瘀药物治疗能明显减轻患者术后疼痛、缩短骨折愈合时间，利于骨折愈合，降低骨不连发生率。
【关键词】 骨折；中药；骨不连；骨密度；视觉模拟评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medicine of Huoxue Huayu on bone healing. Methods: 104 bone
fracture patients taking internal fixing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 52 for each. In the treated group
TCM medicine was applied, and the degree of pain and healing were recorded for comparing.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VAS score on 3d,
5d and 7d were clearly lower than control,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P<0.05). Bone density also was higher at bone callu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P<0.05. In the treated group curing efficacy is 92.31%, better than before is 7.69%, no non-connecting, the average bone healing
time is (29.31±1.22) weeks. In the control the data separately are 80.77%, 13.46%, 5.77%, (38.41±1.41)weeks. Among these aspects on
the curing efficac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other three aspects there were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CM
medicines have lots of advantages of pain, bone healing, and bone connecting.
【Keywords】 Bone fracture; TCM; Bone non-connecting; Bone density; VA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09
骨折是骨伤科常见的疾病，而骨折的愈合是一个极其复杂

并且时间较长的过程，特别是以胫骨中下 1/3 及股骨颈骨折，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8 期

-21-

易出现有明显的骨不连，如能快速的促进骨折愈合有助于患肢

选取 2009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诊治的骨折

功能的恢复，减少疾病对机体的影响，因而在临床上一直在寻

患者 104 例作为研究对象，入选对象均为需行内固定手术治

找能促进骨折愈合的药物，近年来研究发现中药中活血化瘀的

疗患者，并且术前行 X 线检查已经确诊，其中病理性骨折及

药物对骨折的愈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

，为进一步研究中医

存在严重贫血、恶性肿瘤、陈旧性骨折、开放性骨折及可行

药活血化瘀药物对骨折愈合的影响和远期的临床疗效，我院对

手法复位的患者均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排除。将 104 例患者

近年来诊治的部分骨折患者采用活血化瘀药物进行辅助治疗，

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2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结果如下。

骨折类型等方面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1，具

1

，2]

有可比性。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骨折类型比较
骨折类型（n）

组别

n

男/女（n）

年龄（ x ± s ，岁）

锁骨骨折

肱骨骨折

尺桡骨骨折

股骨骨折

胫腓骨骨折

肋骨骨折

其他骨折

实验组

52

29/23

36.25±11.47

5

8

12

8

11

3

5

观察组

52

25/27

32.49±8.51

3

10

14

7

10

4

4

x /t 值

0.62

1.93

0.14

0.27

0.21

0.08

0.06

0.09

0.00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

1.2 方法

部无异常活动；③X 线照片显示骨小梁通过骨折线；④功能测
定，在解除外固定情况下，上只能平局 1 公斤重物达 1min，下

1.2.1 对照组

肢能连续徒步步行 3min，并不少于 30 步；⑤连续观察两周骨

根据骨折类型行相应的手术内固定治疗。

折处不变形，则观察的第 1d 即为临床愈合日期。2、4 两项的

1.2.2 观察组
在术后采用中医药口服辅助治疗。在内固定手术后 2 周之

测定必须慎重，以不发生变形或再骨折为原则。骨不连诊断标

内以消除局部肿胀为主，方取当归 15g，柴胡 10g，没药 10g，

准：术后 1 年复查，如患者出现骨折端骨质吸收，硬化带形成，

青皮 10g，土鳖虫 10g，血竭 10g，根据体质辨证如为寒症加川

髓腔封闭，可诊断。

乌，如为热证加栀子，虚证加黄芪，1 剂/d，分早晚 2 次口服，

1.4 疗效评定标准

一般服药 2 周。在行内固定手术治疗后 2 周后以活血化瘀接骨

治愈：患者骨折解剖对位对线良好，患者骨痂形成具有连

为主，主方同前，在主方中去血竭加促进接骨的药物煅自燃铜

续性，并且已完全愈合，功能完全恢复或基本恢复。好转：患

15g，五加皮 15g，骨碎补 20g，1 剂/d，分早晚 2 次口服，服

者骨折解剖对位对线在 2/3 以上，骨折愈合缓慢。未愈：患者

药 2 周。患者在后期治疗以活血化瘀及扶正祛瘀为主，在主方

骨折畸形愈合，或存在明显功能障碍。

中去血竭加黄芪及杜仲各 20g，熟地 30g，1 剂/d，分早晚 2 次

1.5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分析应用 SAS6.1 软件包，计量资料使用采用均数±

口服，服药 10d。

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取率

1.3 随访及观察指标

的比较 x2 检验，α 值设为 0.05。

术后定期随访，随访时间要求随访到术后 1 年半停止。术
后观察患者术后 1d、3d、7d 骨折部位疼痛情况，疼痛程度以

2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法进行评定，有 0～10 分不同级别，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VAS）评分

0 分为无痛，10 分为疼痛最为严重。观察骨折愈合时间、骨痂
的骨密度变化及骨不连等发生率。骨痂骨密度测定用 X 线骨密

观察组患者术后 3d、5d、7dVA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度测定仪进行测定，测定时间分别在术后 3 周末、4 周末、5

组间在不同时间段 VAS 评分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

周末。骨折的愈合标准：①局部无压痛，无纵向叩击痛；②局

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VAS）评分比较（ x ± s ，分）
组别

n

3d

5d

7d

观察组

52

3.12±0.47

2.43±0.23

0.84±0.06

对照组

52

4.32±1.46

3.52±0.95

1.39±0.58

t值

5.64

8.04

6.80

P值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骨折部位骨痂的骨密度变化
观察组患者术后 3 周末、4 周末、5 周末骨痂处骨密度均

高于对照组，组间在不同时间段骨密度测定量比较均存在统计
学差异（P<0.05）
，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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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术后骨折部位骨痂的骨密度比较（ x ± s ，g/cm2）
组别

n

3 周末

4 周末

5 周末

观察组

52

0.46±0.14

0.49±0.14

0.50±0.15

对照组

52

0.38±0.09

0.38±0.10

0.39±0.10

t值

3.47

4.61

4.40

P值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

表现为骨不连，发生率 5.77%，平均骨折愈合时间为（38.41±

观察组共有 48 例治愈，治愈率 92.31%，4 例好转，好转率

1.41）周，两组骨折愈合时间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t＝35.19，

7.69%，平均骨折愈合时间（29.31±1.22）周，对照组共有 42

P<0.05）
，骨不连发生率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42，

例治愈，治愈率 80.77%，7 例好转，好转率 13.46%，3 例未愈

P<0.05）
，治愈率观察组高于对照组，无并发症发生。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比较 [n（%）]

3

组别

n

治愈

观察组

52

48（92.31）

对照组

52

42（80.77）

t值

2.97

P值

>0.05

讨

好转

骨不连

骨折愈合时间（周）

4（7.69）

0（0.00）

29.31±1.22

7（13.46）

3（5.77）

38.41±1.41

0.92

4.42

35.19

>0.05

<0.05

<0.05

论

骨折的愈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祖国医学对骨折有独到的
治疗观点和方法，从中医角度来说骨折要经过祛瘀、新生和骨
合 3 个阶段，在早期以活血化瘀、止痛、清热为主，中期治疗
则以活血化瘀促进新骨再生为主，在治疗后期则注重活血化瘀
接骨为主，治疗用药有外敷及内服治疗，临床报道认为内服药
物较外敷吸收好，因此对骨折患者采取中药组方内服常能起到
较好治疗效果[3-5]。
骨折内固定治疗，可损伤骨折区域血液循环，特别是胫骨
中下 1/3 及股骨颈骨折，血液循环相对就弱，手术中可加重血
液循环损伤，术后易发生延迟愈合，骨不连甚至坏死，对患者
造成永久伤害。笔者通过对闭合性骨折患者在骨折内固定术后
不同时期采取活血化瘀为主方的方剂加减进行治疗，主方中应
用当归、柴胡、没药、土鳖虫等药物，能起到补血益气、活血
化瘀功效，早期用血竭以起到止痛、散瘀、止血生肌、促进血
运修复功效，在行内固定手术治疗后 2 周在主方中去血竭加促
进接骨的药物煅自燃铜、五加皮、骨碎补，由于自然铜中含有
铁元素，因此有促进骨折愈合能力[6]，而五加皮与骨碎补则具
有强筋脉、活血脉功效，现代医学还发现其能提高血中钙、磷
的沉积，促进成骨细胞的表达，因而具有促进新骨生成的作用[7]。

组。骨折术后活血化瘀药物的应用能减轻术后疼痛、缩短骨折
愈合时间及降低骨不连发生率。
综上所述，骨折患者术后应用活血化瘀中药进行组方治
疗，能明显缩短骨折愈合时间、减轻术后疼痛，降低骨不连发
生率，具有促进骨折愈合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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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药物组患者轻，术后 3d、5d、7dVAS 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其次术后不同时期进行骨痂骨密度检测显示观察组患
者骨密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骨折愈合时间也明显缩短，
骨不连发生率明显降低，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疗效优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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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化癖胶囊治疗乳腺增生病 123 例临床报道
A clinical report on treating 123 cases of mammary glands with
the Yishen Huapi capsule
张秀芳
（泾川县人民医院，甘肃 泾川，744399）
中图分类号：R65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23-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治疗乳癖的有效方药。方法：选择我院 2009 年 3 月～2012 年 6 月在我院妇科门诊就诊的乳腺
增生病患者 232 例，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123 例，对照组 109 例。治疗组选用自拟益肾化癖胶囊（方药组成：淫
羊藿 12g，巴戟天 12g，肉苁蓉 15g，鹿角 10g，柴胡 10g，白芍 9g，橘叶 9g，香附子 12g，山楂 9g，丹参 9g，郁金 9g，海藻
15g，瓜蒌 10g，山慈菇 10g，蜈蚣 3 条），随症加减。对照组选用安康正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乳康片。结果：治疗组：痊愈
98 例（79.67%），好转 22 例（17.89%），未愈 3 例（2.44%），总有效率为 97.56%。对照组：痊愈 73 例（66.97%），好转 22 例
（20.18%），未愈 14 例（12.84%），总有效率为 87.16%，两组间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结论：益肾化
癖胶囊具有调摄冲任、疏肝理气、活血通络、化痰散结之功效，将其用于治疗乳腺增生病，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
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乳腺增生；乳康片；益肾化癖胶囊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TCM therapy in treating mammary glands. Methods: 232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123) and control (109) group. The Yishen Huapi capsule was given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Rukang pill was given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In the treated, cured 98 (79.67%), improved 22 (17.89%), none 3 (2.44%), the total efficacy was 97.56%. In the control the
data separately was 73 (66.97%), 22 (20.18%) 14 (12.84%), 87.16%, comparing results,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Yishen Huapi capsule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mammary glands.
【Keywords】 Mammary glands hyperplasia; Rukang pill; Yishen Huapi capsu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0
乳腺增生症是与内分泌功能紊乱密切相关的增生性疾病。

则，质韧，边界不清，有压痛，连续 3 个月不能自行缓解；

目前，西医对此病缺乏理想治疗手段和特效药物。中医认为主

③红外线扫描、乳腺钼靶 X 线检查、乳腺超声或病理检查有

要由于肝气郁结、痰凝血瘀、冲任失调，中医称之为乳癖。乳

任何一项检查证实诊断。

腺增生病是中药治疗具有绝对优势的病种之一。笔者采用益肾

1.3 方法

化癖胶囊（自拟方）治疗乳腺增生病 123 例，取得了较好的临

1.3.1 方药

床效果，现分析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09 年 3 月～2012 年 6 月在我院妇科门诊就诊

治疗组选用自拟益肾化癖胶囊，方药组成：淫羊藿 12g，
巴戟天 12g，肉苁蓉 15g，鹿角 10g，柴胡 10g，白芍 9g，橘叶
9g，香附子 12g，山楂 9g，丹参 9g，郁金 9g，海藻 15g，瓜蒌
10g，山慈菇 10g，蜈蚣 3 条。上述为基本方，随症加减：有痛
经者，加元胡索、红花各 9g；乳痛重者，加乳香、没药各 6g；

的乳腺增生病患者 232 例，年龄 23～55 岁。其中，20～29 岁

有乳头溢液者加山栀、旱莲草各 12g，丹皮 9g；肿块坚硬者，

者 31 例，30～39 岁者 98 例，40～49 岁者 85 例，50～60 岁者

可酌加三棱、莪术、炮山甲各 9g；属囊性增生病者，酌加半枝

18 例。病程 3 个月～8 年。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莲、白花蛇草各 30g。

。两组患者年龄、病情等无差异，
（123 例）与对照组（109 例）

1.3.2 用法

具有可比性（P>0.05）
。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外科学会南通会议制定的“乳腺增

治疗组将上述中药粉为细末，装入空心胶囊内（重 0.3g/
粒）
，4 粒/次，2 次/d，口服，3 周为 1 个疗程，间隔 1 周，继
续第 2 个疗程，经期停服。对照组选用安康正大制药有限公司

生病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
（修订稿）拟定[1]。标准如下：①随

生产的乳康片，重 0.3g/片。4 片/次，2 次/d，3 周为 1 个疗程，

月经周期变化的单侧或双侧乳房内肿块，包块经前痛甚，经后

间隔 1 周，继续第 2 个疗程，经期停服。两组均服药 3 个疗程

痛减，排除生理性乳房疼痛，如经前期乳房胀痛、青春期乳房

以后判定疗效。

痛及仅有乳痛而无肿块的乳痛症；②体检发现包块形态不规

1.3.3 疗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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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症诊疗标准》为准：

又能协助山慈菇散结消癖，尚可调味诸药。诸药和用，共奏调

①治愈：乳房肿块及疼痛消失；②好转：乳房肿块缩小，疼痛

摄冲任、疏肝理气、活血通络、化痰散结之功。任通冲盛，肝

减轻或消失；③未愈：乳房肿块及疼痛无变化。

气条达，脾得健运，经络畅通，则疼痛、肿块消失而痊愈。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1.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应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现代医学认为，乳腺增生症是指乳腺上皮和纤维组织增
生，乳腺组织导管和乳小叶在结构上的退行性病变及进行性结
缔组织的生长。乳腺增生症主要可能是卵巢功能失调，孕激素
（P）分泌低下或雌激素（E2）分泌过高所致，E2 水平超过正
常值（353ng/L）占 98.4%[3]。温肾助阳，调摄冲任法，从根本

两组间治疗效果比较治疗组：痊愈 98 例（79.67%）
，好转

上调整内分泌紊乱，调整体内阴阳平衡，是治疗乳癖的根本之

22 例（17.89%）
，未愈 3 例（2.44%）
，总有效率为 97.56%。对

法。所谓的调摄冲任也就是调节内分泌功能。实验研究证明，

照组：痊愈 73 例（66.97%）
，好转 22 例（20.18%）
，未愈 14

益肾疏肝活血，调摄冲任的中药对乳腺增生症患者黄体酮激素

例（12.84%），总有效率为 87.16%）。两组痊愈结果比较；治

失调具有一定调整作用。活血化瘀、疏通乳络法的应用可有效

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两组间总有

地改善局部组织的血液循环，改善患者的“高凝”状态，从而

效率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

减少瘤细胞的滞留机会，对防止癌细胞的着床和转移有着重要

（P<0.01）
。

的意义[4]。疏肝活血类中药可降低雌激素绝对值，促进雌激素

3

在肝脏的代谢，抑制泌乳素分泌，降低血粘稠度，抑制胶原纤

讨

论

维合成，从而促使增生肿块及纤维吸收以调整内分泌平衡，阻
乳腺增生症是女性最常见的乳房疾病，其发病率占乳腺疾

断乳腺增生的发展。柴胡、香附、白芍能抑制组织内单胺氧化

病的首位。近年来该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年龄也越来

酶活力，并抑制胶原纤维的合成，有消肿止痛的作用。巴戟天、

越低龄化。据调查乳腺增生症的发病率占育龄妇女的 80%～

淫羊藿具有兴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刺激女性肾上腺皮质分

90%，占全部乳腺疾病的 75%，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2]。
根据《圣济总录》
：
“妇女以冲任为本”
。
《外科医案汇编》
：

泌雄性激素，对抗雌激素的作用，从而调整不平衡的性激素水
平，调节和纠正雌二醇和孕酮比值的失调[3]。白芍有抗炎、镇

“乳中结核，虽云肝病，其本在肾”的理论，中医认为乳腺增

痛、保肝作用[5]，丹参可改善微循环，调解组织修复和再生，

生病的病因病机是冲任失调，肝气郁结、痰凝血瘀。其中，冲

保肝、抗菌消炎、抗肿瘤、性激素样作用[5]。过剩的雌激素通

任失调为发病之本，肝气郁结、痰凝血瘀为发病之标。病位在

过肝脏代谢、灭活。保肝药可通过改善肝功能，达到对过剩雌

肝、脾、肾，病性属本虚标实。肾为先天之本，元气之根，肾

激素的灭活作用，从而达到治疗本病的目的。上述现代药理研

气可以化生天葵，天葵源于先天藏于肾，天葵可激发冲任之脉，

究为本方药治疗乳腺增生病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使之通盛。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上主乳汁，下司胞宫，冲任

综上所述，益肾化癖胶囊具有调摄冲任、疏肝理气、活血

之血凝滞，在上表现为乳房结块、疼痛，在下为月经紊乱。乳

通络、化痰散结之功效。通过临床实践证明，散结化癖胶囊治

腺病的发生当首推冲任失调。因此，调理冲任才是治本之法。

疗乳腺增生症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女子以肝为先天，肝藏血，主疏泄，可直接调节冲任血海
的盈亏。肝气郁结、气机凝滞，乳络阻塞、不通则痛而引起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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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煎合丹参抗 CCl4 慢性肝损伤的实验研究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Yiguan Jian plus Danshen against
chronic CCl4 liver leision
林 辉 彭桂阳 李媛媛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株洲，412012）
中图分类号：R-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25-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一贯煎合丹参抗 CCl4 慢性肝损伤的疗效。方法：利用一贯煎、丹参、一贯煎合丹参对抗 CCl4 对肝
纤维化模型大鼠造成的慢性肝损伤，在第 8 周肝硬化形成以前检测血清 ALT、AST 以及肝组织 SOD、MDA 含量。结果：一贯煎、
丹参及一贯煎合丹参均显示出较好的抗慢性肝损伤作用，其中以一贯煎合丹参效果最好。结论：一贯煎合丹参抗慢性肝损伤具有
叠加作用。
【关键词】 一贯煎；丹参；肝损伤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effects of Yiguan Jian against chronic CCl4 liver leision. Methods: To measure effects of Yiguan
Jian, Danshen, Yiguan Jian plus Danshen against chronic CCl4 liver leision in rats, before 8th week serum ALT, AST and SOD, MDA of
liver tissue was examined. Results: Three project all show good protection and among them the Yiguan Jian was the best. Conclusion:
Yiguan Jian plus Danshen has double function against liver leision.
【Keywords】 Yiguan Jian; Danshen; Liver lei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1
慢性肝细损伤是诸多慢性肝病长期存在的共同病理表现，

0.5ml/100g，每周 2 次，共 8 周。①组每只大鼠给予花生油

同时也是导致肝纤维化的重要始动因素。一贯煎出自《续名医

0.3ml/100g 背部皮下注射，首次 0.5ml/100g，每周 2 次。

类案》，前期临床研究证实该方与阿德福韦酯联合能够显著提

1.5 给药方法

高慢性乙肝肝纤维化临床疗效[1]。丹参目前被普遍认为具有较

一贯煎组在实验开始第 1d 开始将中药粉末溶于蒸馏水按

好的抗肝纤维化作用，为探讨一贯煎与丹参在肝纤维化的治疗

每只大鼠经体表面积换算后正常人体剂量的 4 倍剂量灌胃，丹

中是否具有叠加疗效，本研究采用一贯煎联合丹参对抗 CCl4

参组按照成人 20g/d 剂量灌胃，一贯煎合丹参组灌胃剂量同一

对肝纤维化模型大鼠造成的慢性肝损伤，现报道如下。

贯煎与丹参组。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大鼠给与相同体积的蒸馏

1

材料与方法

水灌胃。
1.6 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检测方法

1.1 实验动物

动物实验开始 8 周后处死并采集样品。腹腔注射麻醉后，

清洁级 SD 雄性大鼠 50 只，体重（220±10）g，由湖南中

打开腹腔，下腔静脉采血，4℃静置 3h 后，3000rpm 离心 30min，

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分离血清，按照试剂盒的要求检测血清 AST、ALT 的含量。取

1.2 药物与试剂

肝左叶固定，常规石蜡切片，HE 染色，普通光镜观察。将肝

一贯煎按照原方比例与丹参由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组织切碎，冰浴下匀浆，3600rpm 离心 5min，按试剂盒要求检

医院药剂科制备成干燥粉末。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测 MDA、SOD 的含量。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丙二醛（MDA）
、超氧化物歧化酶

1.7 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多组之间的两

（SOD）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CCl4 分析
纯：淮南化学试剂总厂生产，批号：080304。

两比较采用 t 检验，方差不齐采用 T’检验，应用 SPSS12.0 统

1.3 动物分组方法

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10 只：①空白对照组；②一贯
煎组；③丹参组；④一贯煎合丹参组；⑤模型组。
1.4 肝纤维化慢性肝损伤模型制作方法
[2]

参照文献 造模，②③④⑤组每只大鼠给予 CCl4 混悬液
（CCl4：花生油＝1∶1）0.3ml/100g 背部皮下注射，首次

2

结

果

实验过程中，模型组大鼠死亡 2 只，其余各组大鼠无死亡。
2.1 肝损伤血清指标结果
结果显示模型组及各药物组与空白组相比 AST、ALT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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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各药物组中以一贯煎合丹参组效果最好，与一贯煎组及

丹参组相比有显著差异，见表 1。

表 1 肝损伤血清指标结果
组别

n

AST（U/L）

ALT（U/L）

空白组

10

28.2±1.4

36.6±2.6

10

一贯煎组

10

丹参组

283.2±27.2

10

一贯煎合丹参组

△

387.5±33.2

＃△※

143.2±18.4

8

模型组
＃

240.8±28.7

＃※

340.5±22.8

＃△

486.3±13.5

289.2±31.4

＃

＃※

＃△※

＃△

518.7±18.4

＃

※

注： 与空白组相比 P<0.05； 与模型组相比 P<0.05； 与一贯煎合丹参组相比 P<0.05。

2.2 肝组织 MDA、SOD 结果

MDA 显著升高；各药物组中以一贯煎合丹参组效果最好，与

结果显示模型组及各药物组与空白组相比 SOD 显著降低、

一贯煎组及丹参组相比有显著差异，见表 2。

表 2 肝组织 MDA、SOD 结果
n

组别

MDA（μmol/g）

空白组

10

一贯煎组

10

15.3±2.7

8.31±1.4
＃△※

22.6±2.7

＃△※

丹参组

10

22.6±4.3

＃△※

19.7±2.1

＃△※

10

11.6±1.8

模型组

8

28.7±2.2

△

28.5±1.6

＃△

一贯煎合丹参组

＃

SOD（U/mg）

26.9±2.3

＃

＃△

11.3±1.1

＃

※

注： 与空白组相比 P<0.05； 与模型组相比 P<0.05； 与一贯煎合丹参组相比 P<0.05。

2.3 肝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根据肝纤维化、肝硬化不同阶段的临床表现通常被认为属

空白组肝细胞索排列整齐，肝细胞无水肿，间质无炎细胞

于中医“黄疸”
、
“胁痛”、
“积聚”
、
“癥瘕”以及“鼓胀”的范

浸润，无纤维组织增生。一贯煎组、丹参组以及一贯煎合丹参

畴。血瘀被认为是肝硬化时期的主要病机，而在肝纤维化时期

组中央静脉窦周有少量、局限的纤维，汇管区扩大无隔，纤维

因血瘀临床表现不明显而常被忽略。丹参被认为具有较好的抗

间隔细；模型组中央静脉窦周纤维大量弥漫分布，汇管区扩大

肝纤维化作用，丹参中的主要成分丹参酮 IIA 经实验研究证实

有隔，纤维间隔疏松，较宽。

有显著的抑制肝星状细胞增殖并促进其凋亡和良好的抗氧化

3

讨

论

作用，能明显降低 HA 与 LN，抑制胶原纤维增生，促进已形
成的胶原纤维降解和肝纤维化吸收等[4]。本研究显示丹参与一

慢性乙肝肝纤维化是在乙肝病毒的反复刺激下肝细胞发

贯煎联合能显著提高单用一贯煎与丹参的抗慢性肝损伤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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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证实了一贯煎与丹参抗慢性肝损伤的叠加作用，可能与肝

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主要病因。在实验研究中目前尚无法造

纤维化过程中复杂病机有关，其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成乙肝病毒感染模型，常利用 CCl4 反复损伤肝细胞造成肝纤
维化，一般全程造模 12 周，可以形成典型的肝硬化。在本研

参考文献：

究中反复损伤肝细胞 8 周后，模型组中央静脉窦周纤维大量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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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分布，汇管区扩大有隔，纤维间隔疏松，较宽，同时肝损伤

床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9(6):115-116

的标志物 ALT 和 AST 的升高，SOD 的下降与 MDA 的升高，

[2]陈刚,李宏波,邱少敏.CCl4 皮下注射制备大鼠肝纤维化模型的研究[J].现

显示造成了模型的肝损伤并伴有肝纤维化。

代医学,2010,38(3):225-229

前期临床研究显示一贯煎联合阿德福韦酯能够显著改善

[3]林辉.“以方测证”法探讨 CCl4 慢性肝损伤中医病机的实验研究[J].中医临

肝损伤与肝纤维化指标，并能提高一年乙肝转阴率[1]。临床上

床研究,2012,4(1):6-7

肝纤维化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肝细胞的凋亡、

[4]郑元义,戴立里,王文兵,等.丹参素治疗肝纤维化及其作用机制研究[J].中

坏死与 HSC 的活化、ECM 的合成增多三者并存是慢性肝损伤

华肝脏病杂志,2003,l(15):288

向肝纤维化发展的主要病理因素。前期实验研究显示在第 8 周
以前具有清热利湿、活血化瘀与养阴功效的方剂具有较好的抗
慢性肝损伤作用[3]，提示在肝纤维化过程中，湿热、阴虚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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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等中医病机共存，病机复杂可能是目前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疗
效不满意的主要原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能够提高肝纤维化临
床治疗效果已经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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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风宣肺法在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中的应用研究
A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the therapy of Shufeng Xuanfei in
treating CVA in children
袁锦权 卢金海 黄碧梅
中图分类号：R256.12

文献标识码：A

（龙川县人民医院，广东 龙川，5173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27-02
证型：GBD

【摘 要】 目的：探讨研究采取疏风宣肺法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应用。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
100 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取疏风宣肺法辅予吸入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对照组采取吸入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
1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高达 96%；对照组总有效率 84%。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
显著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采取疏风宣肺法辅助雾化吸入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有比单纯的雾化吸入治疗效果好。
【关键词】 疏风宣肺法；咳嗽变异性哮喘；应用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therapy of Shufeng Xuanfei. Methods: To select 100 CVA patien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ed and control group. In the observed group the therapy of Shufeng Xuanfei and breathing in budesonide were
taken, only budesonide was taken in the control, comparing clinical results after 1 month. Results: The total efficacy in the observed was
96%, better than 84% in the control. Conclusion: The therapy of Shufeng Xuanfei plus breathing in was better than breathing in solo.
【Keywords】 The therapy of Shufeng Xuanfei; CVA; Application stud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2
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CVA）
，是儿科

对照组采取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气雾剂，200μg/次，2 次/d，

慢性咳嗽的常见原因之一，其临床主要或唯一的症状为咳嗽，

对于 5 岁以下患儿配合使用储雾罐。

发病机理一般认为与哮喘发病机理相同，病理生理改变都是以

1.3 疗效判定标准

持续气道炎症与气道高反应为特点。疏风宣肺法是治疗咳嗽变

显效：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完全缓解，停药不复发。有效：

异性哮喘的一种常见方法，本组研究资料中，我们采用疏风宣

咳嗽症状基本缓解，咳嗽明显减轻或消失，但遇诱因后偶有轻

肺法辅予吸入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 50 例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

度咳嗽，服药后很快控制症状。无效：咳嗽没有明显减轻，或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者咳嗽加重。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自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收治儿童咳嗽变异性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专业的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所
有计数数据采用 t 检验，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2

哮喘患者 100 例，诊断标准按 2008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儿
照组，每组 50 例。观察组男 31 例，女 19 例，年龄在 4～9 岁，
女 20 例，年龄在 3～10 岁，平均年龄在（6.6±2.3）岁，病程
2～10 个月；两组在性别、年龄上无明显差异性，无统计学意

果

治疗 1 个月后观察，观察组患儿治疗后的咳嗽症状改善效

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执行。患儿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
平均年龄在（6.5±2.5）岁，病程 3～9 个月；对照组男 30 例，

结

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观察组总有效率高达 96%；对照组总
有效率 84%。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有统计学
意义（P<0.05）
。详见表 1。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

义（P>0.05）
，具有可比性。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n（%）]

1.2 方法

观察组

50

34

14

2

48（96.0）*

1.2.1 观察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

50

27

15

8

42（84.0）

观察组采取疏风宣肺法辅予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气雾剂治
疗。本组 50 例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给患者服药自拟疏
风宣肺汤，基本方：炙麻黄、杏仁、紫苏、前胡、紫菀、百部、

*

注：与对照组比较， 表示 P<0.05。

3

讨

论

蝉蜕、地龙、五味子，白芍、甘草，可根据患儿寒、热、痰、

中医对咳嗽变异性哮喘至今尚未见有与本病相对应的病

淤证药物加减，服用方法为 1 剂/d，用水煎后分 2 次服用，7d

名记载，该病以咳嗽为主要症状，常表现为阵发性干咳，无痰

为 1 个疗程。辅助予吸入布地奈德气雾剂，200μg/次，2 次/d，

或有少量白色稀痰，常伴有流涕、咽痒、眼痒、鼻痒等症状，

对于 5 岁以下患儿配合使用储雾罐。

发病来势较快，缓解亦较迅速，呈现阵发性、挛急性、反复发

1.2.2 对照组治疗方法

作的特点，符合风“善行而数变”
、
“风胜则挛急”
、
“无风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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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的特点，故又称“风咳”
、
“痉咳”
。
“风、寒、暑、湿、燥、

治疗作用。这样治疗比西医单纯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

火六气皆令人咳”
，以风邪为主，小儿 CAV 患者发病多数是由

效果好，且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副作用少，安全、疗效可靠，

于有外感风邪为主的外邪侵袭肺卫，失治误治日久，风邪久留，

见效快，是防治 CVA 较理想的方法。

阻滞肺络，肺气失宣，肺管不利，气道挛急，遇诱因而发，咳
嗽反复不止[1-3]。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的肺

参考文献：

功能、气道反应性均存在着与哮喘相同或相似的异常变化，认

[1]周亚兵.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中医辨治思路[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

为 CVA 发病机理与哮喘相似，其病理生理改变都是以持续气

32(1)

[4-6]

道炎性反应与气道高反应为特点

。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气雾剂

[2]高艳,赵曩.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中医诊治探讨.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可以有效减轻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改善肺功能，从而达

2012,36(3):254-255

到治疗作用。我们在治疗小儿 CVA 方中，以炙麻黄、紫苏宣

[3]李立新.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治疗体会.吉林中医药,2007,7(27)

肺理气，杏仁、前胡降气化痰，紫菀、百部止咳化痰，蝉蜕、

[4]罗社文,李友林,吴继全,等.疏风宣肺法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疗效研

地龙、白芍解痉缓急，祛风通络，五味子酸敛止咳，甘草调和

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22(9)

诸药，本方升降同施，乃顺肺宣发肃降之意；该病在寒热交替

[5]罗社文,梁立武,陕海丽.疏风宣肺法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气道高反应的

时发作较剧烈，故予寒温并治。现代药理研究证实，炙麻黄、

影响.中国医药学报,2004,19(5):288-289

蝉蜕、白芍能缓解支气管痉挛，地龙能通络活血，五味子能增

[6]黄少丹,钟南山.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支气管炎症及变态反应特征.中华结核

强支气管上皮细胞功能，该方能具有抗炎，抗过敏作用，能有

和呼吸杂志,1997,20(5):28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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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卿教授应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的经验
Professor Zhang Shi-qing’s experience for application of
Mahuang Lianqiao Chixiaodou decoction
毋荣荣 呼荟茹 张士卿（指导）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28-02

【摘 要】 张士卿教授临床应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多种疑难杂症，根据异病同治理论，辨证属湿热内蕴者，皆可用之，
疗效显著。
【关键词】 张士卿；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经验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t diseases in same treatment, professor Zhang Shi-qing treats various particular
diseases by using Mahuang Lianqiao Chixiaodou decoction. So long as diseases belong to the damp-heat retention type, the decoction can
be used.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is salience.
【Keywords】 Zhang Shi-qing; Mahuanglianqiao chixiaodou decoction;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3
张士卿教授是全国名老中医，博士生导师，从医执教 40 余

寒瘀热在里，身必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
，方中由麻黄、

年，精通医典，善用经方。张教授擅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兼

连翘、赤小豆、杏仁、生梓白皮（现桑白皮代）
、生姜、大枣、

通诸科，尤其擅长儿科。临证时结合五运六气，重视六经辨证，

甘草等八味药物组成。麻黄、杏仁、生姜辛散表邪，相配既能

他将其诊治思路归纳为三因、二辨、一对症，即详细审查内因、

发汗又能开提肺气以利水湿；连翘、赤小豆、生梓白皮，辛凉

外因、不内外因，结合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辨证与辨病互

而苦，清热利湿；甘草、大枣调和脾胃。诸药协同，表里宣通，

参，结合对症治疗。张教授活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味治疗小

湿热泄越，则黄退身和。《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麻黄“主中

儿过敏性紫癜、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瘙痒性皮炎、湿疹、急

风、伤寒头痛；瘟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

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症、血小板减少等病症。笔者有幸跟

寒热；破癥坚积聚”。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其具有发汗利尿，抗

师学习，受益匪浅。现将张教授应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味经

炎、抗过敏等作用。陈荣明等[1]发现将草麻黄用 70%乙醇提取

验介绍如下。

后的滤过物用水提浓缩得到麻黄-9905，其能减轻二硝基氯苯所

1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组方与辨证分析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出自《伤寒论》第 262 条，原文为“伤

致的小鼠耳廓肿胀，使胸腺萎缩，调整二硝基氯苯所致的血液
中 CD4/CD8 的失调，
证明其对小鼠的细胞免疫有抑制作用。
《神
农本草经》中提出，连轺“主下热气，宜阴精”；连翘“主寒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8 期

-29-

热鼠瘘，瘰疬痈肿，恶创瘿瘤，结热蛊毒”，皆与清热有关。

斑丘疹，抓挠，服用扑尔敏效果不佳，遂来就诊。诊见：周身

连翘具有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抗炎及调节炎症因子等药理作

皮肤出现红色斑丘疹，抓挠，轻微咳嗽，纳差，舌红苔白厚，

[2]

。生
用 已得到证实。杏仁“主咳逆上气…金疮肿，寒气奔豚”

指纹浮紫。西医诊断为荨麻疹，中医诊断为瘾疹。证属风湿热

梓白皮“主热，去三虫”
。赤小豆“主下水，排痈肿脓血”
。
《本

郁表，方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合过敏煎化裁，方药组成：炙麻

草纲目》记载，赤小豆“治风瘙瘾疹，赤小豆、荆芥穗等分，

黄 3g，连翘 10g，赤小豆 15g，桑白皮 10g，银柴胡 10g，乌梅

为末，鸡子清调涂之”
。生姜、大枣、甘草补脾和胃，调和诸药。

10g，五味子 6g，白鲜皮 10g，白蒺藜 10g，防风 6g，赤白芍

《伤寒论》第 236 条描述了“瘀热在里”的症状，即“但

各 10g，皂刺 10g，牛蒡子 10g，桔梗 6g，焦三仙各 10g，鸡内

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古汉语

金 10g，炙甘草 6g。3 剂，1 剂/d，水煎服，并用药渣煎水外洗

中，
“瘀”
“郁”通用，
“瘀热在里”理解为“湿热郁滞于里”
。

患处。二诊：瘾疹大部分消退，纳可，无咳嗽，守方去鸡内金，

钱潢《伤寒溯源集•卷六》云：
“瘀，留蓄壅滞也。言伤寒郁热

焦三仙，加当归 6g，再服 3 剂，痊愈。

与胃中之湿气互结，湿蒸如淖泽中之瘀泥，水土粘泞而不分

按：荨麻疹属于过敏变态反应疾病，且属皮肤疾患，肺主

也”。尤怡《伤寒贯珠集•卷四》云：“瘀热在里者，汗不得出

气司呼吸，主行水，在体合皮，其华在毛。其由内蕴湿热，复

而热瘀于里也。”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湿热内蕴之证，意在

感风寒，郁于皮肤而发；或由于对某些物质过敏所致。“治风

使湿热从汗出，从小便下利。邱明义等[3]用含药血清体外作用

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故以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疏风宣肺，清

于大鼠腹腔肥大细胞引起脱颗粒及组织胺释放为指标，观察了

热利湿；过敏煎散风胜湿，清热凉血止痒。加以牛蒡子、桔梗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对 I 型变态反应的影响，结果证明含该方大

宣肺利咽；赤白芍、皂刺活血凉血，行气消肿；白鲜皮、白蒺

鼠血清可明显减少肥大细胞脱颗粒，减少组织胺释放。张师认

藜祛风止痒；焦三仙、鸡内金消食化积，使瘾疹得以消退。

为该方不仅治疗湿热兼表发黄有效，而且治疗肺系、肾系及过

验案 3：过敏性鼻炎患者丙，女，3 岁，2011 年 8 月就诊。

敏性疾病疗效甚佳，无论有无表邪，只要中医辨证属于湿热内

流清涕，阵发性喷嚏 3d，鼻塞，无发热，纳差，二便调。舌红

蕴，临床随证加减，每获良效。

苔白厚，脉浮数。西医诊断为过敏性鼻炎，中医诊断为鼻鼽。

2

典型病例

证属风寒袭肺，内蕴湿热，治以清热利湿，疏风散寒。方选麻
黄连翘赤小豆汤合苍耳子散化裁，方药组成：炙麻黄 6g，连翘

验案 1：过敏性紫癜患者甲，女，9 岁，因双下肢紫癜半

10g，赤小豆 15g，苍耳子 10g，辛夷 6g，白芷 6g，蝉衣 6g，

月，于 2012 年 3 月初诊。半月前因食羊肉出现双下肢皮肤紫

荆芥穗 6g，白鲜皮 10g，徐长卿 10g，焦三仙各 10g，炙甘草

癜，伴腹痛，便血等，在某医院诊断为“过敏性紫癜”，经抗

6g。水煎服，服用 4 剂后痊愈。

过敏等常规治疗 1 周后，皮肤紫癜消退。刻诊：双下肢复出现

按：过敏性鼻炎是呼吸道变态反应常见的表现形式，吸入

紫癜，纳可，便干，尿蛋白 2＋，潜血 3＋，血小板计数正常。

过敏原为其诱因。鼻鼽最早见于《素问•脉解篇》
：
“……头痛、

舌红苔黄。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脉数有力。中医辨证为

鼻鼽、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

湿热内蕴，迫血妄行。方以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合犀角地黄汤化

鼻鼽、腹肿也。
”对于鼻鼽的病因，明代《证治要诀》曰：
“清

裁，药物组成：炙麻黄 6g，连翘 10g，赤小豆 15g，白茅根 30g，

涕者，脑冷肺寒所致。”小儿一般多里热，一旦感受外邪，容

仙鹤草 30g，丹皮 10g，赤白芍各 15g，苍白术各 6g，小蓟炭

易寒从热化，或易积食化热。所以，张老师选用麻黄连翘赤小

15g，生地 15g，侧柏炭 15g，藕节炭 10g，紫草 15g，生薏米

豆汤解表散寒，清热利湿；苍耳子散通利鼻窍，疏风止痛；配

30g，水牛角 30g（先煎）
，旱莲草 15g，黄柏 6g，炙甘草 6g。

以蝉衣、荆芥穗解表疏风，寒温并举，以免过于寒凉；白鲜皮、

12 剂。4 月 13 日复诊，紫癜大部分消退，尿蛋白＋，潜血＋，

徐长卿清热燥湿，祛风止痒；焦三仙以消食和胃。诸药合用，

上方去水牛角，生地，苍白术，加桑白皮 10g，乌梅炭 10g，

标本同治，疗效显著。

12 剂，患儿痊愈。
按目前研究证明[4]，过敏性紫癜的病因主要集中在感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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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凉血止血，加用紫草、白茅根、小蓟炭、侧柏炭、仙鹤草、
藕节炭以清热解毒，凉血收敛止血，苍术、白术、黄柏、生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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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对轮状病毒腹泻的疗效分析
An efficacy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rotavirus diarr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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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中西医结合对轮状病毒腹泻疗效。方法：选择自 2010 年 2 月～2011 年 5 月来我院就诊的由轮状病毒
引起的腹泻的患者 58 例，将以上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 28 例，在对两组均进行常规的西药治疗基础上，对治疗组使
用自拟安肠止泻散加减治疗。结果：治疗组有 21 例痊愈，有效的有 7 例，无效患者 2 例，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93.3%；对照组痊愈
患者有 10 例，有效 9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为 67.9%。治疗组的症状改善时间、止泻时间、总病程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对两
组的总有效率进行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即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由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具有较好
的疗效，适合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轮状病毒；腹泻
【Abstract】 Objective: Research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efficacy of rotavirus diarrhea. Methods: 58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0 to May 2011 caused by rotavirus diarrhea were selected, thes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treated group of 30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28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the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on the basis of, since the proposed security
intestinal diarrhea scattered treating treatment group. Results: Treatment group, 21 cases were cured, effective 7 cases, no effective 8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67.9%. Symptom improvemen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Antidiarrheal time the total course of the diseas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wo groups of the total efficiency comparison, having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that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Integrative treatment of diarrhea caused by rotavirus has a good effect, suitabl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Rotavirus; Diarrhe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4
每年秋冬季节，由于轮状病毒的感染而引起的腹泻最为常

毒引起的腹泻的 58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其中对照组 28 例，

见，这类疾病是小儿科中比较常见的，其特点多为流行或散发，

男 15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为（11.5±1.5）个月；病程为

由轮状病毒引起的小儿腹泻约占秋冬季节小儿腹泻的 80%。其

（3.68±0.48）d；有 8 例患者有轻度脱水，9 例中度脱水，

具有起病急的特点，开始即出现呕吐，然后是腹泻，大便呈现

11 例有重度脱水症状。治疗组 30 例，男 18 例，女 12 例；

蛋花汤样或水样，每天大便次数较多，同时常伴有脱水与酸中

平均年龄为（11.8±1.48）个月；病程为（3.84±0.52）d；

毒。由于十二指肠上皮细胞的糖酶水平的下降，导致了肠道内

其中轻度脱水患者 11 例，中度脱水患者有 9 例，5 例重度

的半乳糖和乳糖不能够分解成为单糖，而停留在肠腔中，从而

脱水。除以上资料外，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病情、病程

使肠粘膜渗透梯度产生变化。本病的发病高峰期为秋季，主要

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两组患者之间具

以粪-口途径传播，也可以经过呼吸道传播，所以常常伴有上呼

有可比性。

吸道的感染。症状较轻的患者会产生营养不良，从而影响其生

1.2 方法

长发育，较重者则会出现循环的衰竭、休克甚至威胁患儿的生

1.2.1 对照组

命。目前，西医方面主要采取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进行、蒙脱

对患儿给予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蒙脱石散以及利巴韦

石散以及利巴韦林对症支持的治疗，而随着中医的发展，通过

林，治疗过程中应注意的是如果出现明显的电解质紊乱或脱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在治疗轮状病毒腹泻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

水，应及时补液，防止产生水电解质的紊乱，同时给予患儿清

用。本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轮状病毒腹泻，取得了较

淡并且易消化的饮食。

好的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2.2 治疗组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材料
将自 2011 年 2 月～2012 年 5 月来我院就诊的由轮状病

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再加用“安肠止泻散”治疗，其中
的安肠止泻散的基本处方为：山药、泽泻、茯苓、白术各 6g，
桂枝、藿香各 5g，甘草 3g，注意辨证加减：对于发热患者去
除桂枝，其中的湿热型外加黄连 3g，伤食患者加入 6g 炒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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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兼有外感风寒则加入 6g 苏叶，以水煎服，2 次/d，1 剂/d；

大便常规结果正常。③无效：经过 5d 的治疗，患者症状并无

注意要空腹状态下温服。

明显的好转，有的患者甚至出现恶化现象。

1.3 观察指标

1.5 统计学处理
对研究中的数据采用 SPSS10.0 软件进行统计学的处理，

观察以上两组患儿的腹泻情况、停止时间、总病程、临床
症状的改善时间以及总有效率。

组间的比较使用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使用 t 检验，若 P<0.05，

1.4 疗效标准

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中的疗效标准以 1998 年的全国腹泻病防治学术研
讨会《急性腹泻的疗效标准》以及国家由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
《中医儿科病症诊断标准》为标准。①痊愈：在治疗 5d 后，

2

果

2.1 两组症状改善情况
治疗组的症状改善时间、止泻时间、总病程方面明显优于

大便成形，并且全身症状逐渐消失，检查大便常规，结果正常。
②显效：在治疗 5d 后，大便次数减少，并且平均少于 3 次，

结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见表 1。

大便形似糊状，同时全身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经过检查，
表 1 治疗组和对照组症状改善时间比较
组别

n

止泻时间（d）

临床症状改善时间（d）

总病程（d）

治疗组

30

2.31±0.6

2.35±0.45

5.31±0.75

对照组

28

5.35±0.5

5.45±0.56

8.95±0.85

2.2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有效率达到 93.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7.9%。具
体见表 2。

治疗组与对照组的疗效比较
表 2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n，%）

3

讨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21

7

2

93.3

对照组

28

10

9

9

67.9

论

经研究发现，对于 3 岁以下的儿童，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
较为常见。其发病机制主要为：由于轮状病毒侵袭了小肠粘膜
上已分化成熟的上皮细胞，从而破坏了已成熟的肠上皮细胞，
而此时未成熟小肠腺细胞则会取代原有的成熟细胞，从而减小
了小肠的有效吸收面积，引起小的肠功能障碍[2]。由于十二指
肠上皮细胞的糖酶水平的下降，导致了肠道内的半乳糖和乳糖
不能够分解成为单糖，而停留在肠腔中，从而使肠粘膜渗透梯
度产生变化。本病的发病高峰期为秋季，主要以粪-口途径传播，
也可以经过呼吸道传播，所以常常伴有上呼吸道的感染。西医
通过给予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蒙脱石散以及利巴韦林进行对
症治疗。而中医方面则多因为感受外邪，损伤脾胃，伤于饮食，
运化失职，湿盛则生濡。对于属于中医的“泄泻”范畴内的，
在治疗上重要的是消食助运和清肠化湿，所以运用上述的中药
进行治疗，关键在于生津止泻、健脾养胃，从而达到健脾止泻、
祛风利湿的目的[1]。本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轮状病
毒腹泻，治疗组在排便次数的减少和大便性状的恢复以及对轮
状病毒的抑制方面的作用都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明显的

用。
参考文献：
[1]黄伟雄.中医综合治疗小儿腹泻 84 例临床体会[J].中医临床研究,2012,4
(4):99-100
[2]郑通喜.中国婴幼儿轮状病毒腹泻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幼保健,2011,26
(29):4627-4630
[3]王林,王莉.中药经皮给药治疗小儿腹泻回顾性分析[J].辽宁中医杂志,
2012,39(3):475
[4]赵琼,严石林,李秀亮.小儿腹泻气阴两虚证理论初探[J].新中医,2010(11):
5-6
[5]顾洁,赵琳,郝琼.婴幼儿轮状病毒性腹泻的临床特点及分子流行病学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2011,26(30):4758-4761
[6]郑通喜.中国婴幼儿轮状病毒腹泻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幼保健,2011,26
(29):4627-4630
[7]赵琼,严石林,李秀亮.小儿腹泻气阴两虚证理论初探[J].新中医,2010(11):
5-6
[8]潘建春.浅谈小儿腹泻的护理体会[J].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08,21(4):345

统计学意义（P<0.01）
。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轮状病毒腹泻，疗效显著，是
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的较理想的方法，适合在临床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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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气活血通络法治疗缺血性中风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by the BuQi Huoxue
Tongluo method
査镜雨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 滁州，239000）
中图分类号：R225.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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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补气活血通络法治疗急性脑梗塞的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将符合中西医诊断标
准的急性脑梗塞患者 119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5 例采取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 64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中药补阳还伍汤加
味，治疗 1 个月；观察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状况及两组总疗效的变化。结果：补阳还五汤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7%，
与西药对照组 74.5%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在改善脑梗塞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方面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中医补气活血通络法治疗缺血性中风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值得肯定并推广。
【关键词】 补气活血通络法；中风；神经功能缺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the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by the TCM BuQi Huoxue Tongluo
method and study the method’s functioning mechanism. Methods: To separate randomly into two groups the 119 patients, diagnos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the TCM and the modern medicine, the control group of 55 patients treated with normal modern medicine,
the treatment group of another 64 treated with the modified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medicines for the control
group for 1 month, and then to compare two groups’neurologic impairment and overall curative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 overall cura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s group is 93.7%, compared with th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74.5%, which mak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has got more cura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neurologic impairment (P<0.05).
Conclusion: The TCM BuQi Huoxue Tongluo method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the ischemic stroke and deserves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TCM BuQi Huoxue Tongluo method; Stroke; Neurologic impair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5
中风病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和复发率高的

符合中医中风病诊断标准，证型符合气虚血瘀证，临床表现为

特点，是当前人类三大死亡原因之一，严重威胁着中老年人的

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蹇涩或不语，面色恍白，气短乏力，

身体健康。中风又称卒中，相当于西医学的急性脑血管疾病，

自汗，心悸，便溏，手足肿胀，小便频数或遗尿不禁，舌质暗

按病理分为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其中缺血性中风约占全

淡，舌苔白腻或有齿痕，脉沉细。

部脑卒中的 80%，给社会、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1.3 病例选择

中医药在治疗缺血性中风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确切的疗效，下

1.3.1 纳入病例标准
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知情同意者，均纳入观察病

面就我院脑病科 2000～2012 年采用中医补气活血通络法治疗
例。

急性缺血性中风的临床应用，阐述如下。
1

1.3.2 排除病例标准

临床资料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检查证实由脑肿瘤、脑外伤、脑寄生

1.1 一般资料

虫病、代谢障碍、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和其他心脏病合并房

119 例患者全部为我院脑病科 2000 年 9 月～2012 年 8 月

颤引起脑栓塞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对本药成分过敏者，合

的住院病人。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4 例，其中男 40 例，女

并有肝、肾、造血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精

24 例；年龄最小者 51 岁，最大者 77 岁，平均（63.45±9.21）

神病患者。

岁；对照组 55 例中，男 35 例，女 20 例；年龄最小者 50 岁，
最大者 77 岁，平均（60.45±9.16）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方

法

2.1 治疗方法

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对照组给予抗血小板聚集，脱水、降颅压、营养脑神经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考《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1]

2

[2]

2010》 ，中医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等内科常规治疗。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者给予控制稳定合适
的血压及血糖。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基础上加服中药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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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还五汤加味（由生黄芪 30g，当归尾 10g，桑寄生 15g，丹
参 15g，川芎 10g，赤芍 15g，地龙 16g，鸡血藤 20g，桂枝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10g 等组成），1 剂/d，2 次/d，2 周为 1 个疗程，连服 2 个疗

参照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卒中

程，均停用治疗本病的其他中药及中成药，组间用药基本保

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判定疗效。基本治愈：神

持平衡。

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90%～100%，病残程度 0 级；显效：神

2.2 观察指标

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46%～89%，病残程度 1～3 级，有效：

主要观察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改善情况及总有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8%～45%；无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效率的变化。

减少<18%。

2.3 统计学处理

3.2 治疗结果比较

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处理分析，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

3.2.1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分均以（ x ± s ）表示，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两组疗

见表 1。

效比较用 Ridit 分析。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情况（ x ± s ）
组别

人数

64

治疗组

55

对照组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治疗前后相比

△△

治疗前后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治疗前

29.56±2.13

治疗后 2 周

22.67±0.71

治疗后 4 周

17.0±0.87

△

△△*

治疗前

28.89±2.32

治疗后 2 周

23.44±1.13

治疗后 4 周

20.56±1.42

△

△△

△

P<0.01， P<0.05。

从表 1 可以看出，治疗前两组神经功能缺损无明显差异

疗前有非常显著降低（P<0.01），而治疗组较对照组比较降低

（P>0.05）
；治疗 2 周后，两组神经功能缺损较治疗前有显著

更明显，两组对比（P<0.05）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下降（P<0.05），差别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但两组间对比差异

3.2.2 两组总疗效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4 周后两组神经功能缺损较治

见表 2。

表 2 两组总疗效比较
组别

n

基本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4

16

26

18

4

93.7*

对照组

55

12

16

13

14

74.5

注：Riddit 分析（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从表 2 可以看出，治疗后，治疗组 64 例中，痊愈 16 例，

疗偏瘫，方中以益气活血两大类药物为主组成，重在补气活血

显效 26 例，有效 18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3.7%；对照

而通络，其中重用黄芪大补元气，元气得充，络通瘀去，肢体

组 55 例中，痊愈 12 例，显效 16 例，有效 13 例，无效 14 例，

得用，配伍少量活血化瘀药，既能活血化瘀通络，又防苦寒活

总有效率 74.5%。经 Riddit 分析两组总有效率有显著差异

血之品伤气。临证中加入桑寄生、桂枝既能补益肝肾，疏通经

（P<0.05）。

络，又能起引经作用。

4

讨

论

中医十分重视正气的作用，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黄芪能够减少兴奋性氨基酸的释放及
其在细胞间的堆积和抑制细胞凋亡，当归具有抑制血小板聚
集，促进纤维蛋白溶解，改善循环的作用[3]，桃仁、川芎、红

而中风的发病一般认为是在内伤积损的基础上，复因劳逸适

花、地龙具有活血祛瘀、增加脑血流量，改善血流变，清除氧

度、情志不遂、饮酒饱食或外邪侵袭等触发，引起脏腑阴阳失

自由基，提高智力的作用[4]。赵雅宁[5]等研究发现，补阳还五

调，血随气逆，肝阳暴张，内风旋动，夹痰夹火，横窜经脉，

汤不仅能够保护微血管结构、功能的完整性，减少血浆成分外

蒙蔽神窍，从而发生卒然昏仆、半身不遂诸症。临床工作中发

渗，减轻脑水肿，而且能有效调节脑组织血流量，增加脑组织

现，中风病人年龄偏高，气血已经亏虚，脏腑功能亦有减退，

供血供氧，从而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白会强等[6]通过研究发

当外界气候突然发生变化，尤其秋冬季节，风邪乘虚入中，气

现补阳还五汤能明显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小鼠 TNFα 和

血痹阻脑络，而致喎僻不遂。据此，清代医家王清任指出中风

GM-CSF 的表达，而增加抗炎性因子 IL-10 表达，从而发挥抗

半身不遂、偏身麻木的病机为“气虚血瘀”，立补阳还五汤治

（下转 35 页）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34-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8

温经通络祛痰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50 例临床研究
A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50 case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by
the therapy of Wenjing Tongluo Qutan
何兴林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卫生院，四川 广元，62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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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温经通络祛痰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在 2006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期
间，应用温经通络祛痰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50 例患者作为实验组（A 组）
，同时选取同期我院应用西药治疗的 50 患者作为对照
组（B 组）
，疗程为 4 个月，观察这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两组患者在经过 1 个疗程治疗后，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实验组
的总有效率为 80%，对照组为 76%，两组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中医证候疗效比较中，实验组的总有效率为 92%，对照
组为 64%，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应用温经通络祛痰法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抗炎镇
痛作用，可以有效的改善中医寒湿阻络证候群，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温经通络祛痰法；中医寒湿阻络证候群；抗炎镇痛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emperature Tongluo phlegm in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Methods: In our hospital from 2006 October to 2012 October period, the application of warming meridians and phlegm in treating 50 case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as experimental group (group A), at the same time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50 patients as control group (group B), treatment for 4 months, observe the two groups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a course of treatment, have achieved certain effect. In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0%, 76% in the control group,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yndromes of TCM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2%, control group 64%, two group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application of Wenjing
Tongluo Qutan method can obtain the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effects of relativelygo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CM
cold-dampness syndrome,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Rheumatoid arthritis; Wenjing Tongluo Qutan method; TCM cold-dampness syndrome;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6
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一直存在难度，目前我国各医院采用

职业、心电图、病程等方面上没有多大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没

西医治疗，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近期，

有意义（P>0.05）
。

温经通络祛痰法在多项临床试验中取得比较好的疗效，以开始

1.2 方法

[1]

广泛推广应用 。本文选取我院在 2006 年 10 月～2012 年 10

实验组（A 组）的治疗方案。处方药：附片 10g，桂枝 12g，

月期间，应用温经通络祛痰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50 例患者

制南星 15g（先煎 30min）
，白芥子 12g（打碎）
，海风藤 15g，

作为研究对象。报告如下。

当归 15g，青风藤 15g，鸡血藤 25g，白芷 20g，白芍 15g，威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 2006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应用温经
通络祛痰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50 例患者作为实验组
（A 组），

灵仙 20g，羌活 12g，独活 15g，甘草 9g。用热水煎 1h，取清
液 200ml 制备，服用 1 剂/d，早晚各 1 次服用。外洗方：川乌
20g，白芥子 15g，细辛 10g，苏木 20g，枯矾 10g，冰片 10g。
这些药物用沸水熏蒸，药液温后在浸染，对患者的大关节用毛
巾浸染药液进行热敷，2 次/d，0.5h/次。疗程为 4 个月[2]。

这 50 例患者中有 10 例是男性，
有 40 例是女性，
男女比例是 1∶

对照组（B 组）应用甲氨蝶呤，1 周 10mg，在应用扶他林

4；年龄集中于 55～71 岁，平均年龄为 59.6 岁；平均病程为

乳胶剂，擦拭 3 次/d。疗程为 4 个月。在治疗过程中观察这两

5.25 年。同时选取同期我院应用西药治疗的 50 例患者作为对

组患者的关节疼痛的指数、关节压痛指数、肿胀疼痛等。

照组（B 组）
。所有患者的诊断标准都符合 1987 年美国风湿病

1.3 疗效判定

学会修订的诊断标准，中医的诊断也符合寒湿阻络型，病期基

1.3.1 疾病疗效的判定标准

本上处于活动期。并且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身高、心功能、

显效：患者的主要症状的改善率超过 75%，血沉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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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有效：患者的主要症状的改善率为 30%～75%，血沉

件来详细分析统计的，同时为加强可信度，本文的计量资料用

没有多大的改善；无效：患者的主要症状的改善率低于 30%，

平均数±标准差（ x ± s ）来表示，同时本文中每组之间的数

血沉没有改善，并有加重的趋势。

据比较也使用 t 来进行检验，文中的实验中数据均使用的平均

1.3.2 中医证候疗效

值。P<0.05 是差异的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痊愈：中医临床的症状基本消失，症候积分减少一半；显

2

效：中医临床的症状明显改善，症候积分减少大于 70%；有效：

结

果

两组患者在经过 1 个疗程治疗后，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中医临床的症状有所改善，症候积分减少大于 30%；无效：中
医临床的症状没有改善，症候积分减少不足 30%。

例如关节疼痛的指数、关节压痛指数、肿胀疼痛等方面都有所

1.4 统计学方法

下降。在疾病疗效评价上，实验组的总有效率为 80%，对照组
为 76%，两组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参照表 1。

在文中，笔者所采用的相关数据，均是使用 SPSS13.0 软
表 1 两组患者在疾病疗效评价上的比较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A组

50

25

15

10

B组

50

12

26

12

在中医证候疗效比较中，实验组的总有效率为 92%，对照

据参照表 2。

组为 64%，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
表 2 两组患者在中医证候疗效上的比较

3

讨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A组

50

4

20

22

4

B组

50

3

12

17

18

论

本文试验中实验组（A 组）实施温经通络祛痰法治疗，采
用附片、桂枝温经通络，白芥子、天南星、祛皮里膜外之顽痰，
当归、苏木、鸡血藤活血通络，青风藤、海风藤、威灵仙通经
止痛，白芷、羌活、独活、祛风止痛，白芍缓急止痛，生川乌、
细辛温经散寒，冰片辛香通络走窜，消肿止痛，组方中的药物
配伍具有相辅相成功效，能够起到温经通络祛痰的功效。现代
医学认为一些药物还起着免疫调节的作用，这与现代医学治疗
殊途同归。在实验中，实验组的中医证候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总有效率高达 92%，对照组为 64%，这说明以上药物起着非常
好的治疗效果，与相关文献报道相符[3]。
综上所述，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应用温经通络

祛痰法相比西医治疗，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抗炎镇痛作用，可以
有效地改善中医寒湿阻络证候群，安全性能高，非常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应森林,孟静岩,肖照岑.解毒化瘀法治疗活动期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研
究[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18(12):63-64
[2]赵新秀,秦冰,史小进.类风湿性关节炎证型研究的思路与方法[J].中华中
医药学刊.2008,17(1):169-171
[3]韩国印,刘占东.免疫平衡调节＋补肾祛寒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观
察[J].中国社区医师(综合版),2006,17(16):16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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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作用，减轻动脉硬化后的损伤。
本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补阳还五汤加味与西药合用，在降

[4]陈仲祥.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探讨[J].吉林中医,2011,32(6):1106-1107
[5]赵雅宁,吴晓光,李建民,等.中药补阳还五汤对沙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及微

低脑梗死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改善临床症状方面较单纯西药

循环障碍的治疗作用[J].四川大学学报,2010,41(1):53-56

治疗效果显著，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脑梗死对促进患者更好康

[6]白会强,孙学刚,贾钰华,等.补阳还五汤对稳定性心绞痛 hs-CRP,IL-6, IL-18

复，减少脑梗死后遗症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的影响以及相关性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2009,25(2):110-113

有保护作用。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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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子仁皂苷提取工艺研究
A study on extraction of arborvitae seed saponin
卢 君 芦 霜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 沈阳，110032）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36-02

【摘 要】 目的：研究 D101 型大孔吸附树脂分离纯化柏子仁皂苷的工艺条件。方法：以柏子仁苷为指标，对上样量、洗脱
溶剂的浓度及用量等相关参数进行考察。结果：D101 型大孔树脂对柏子仁苷最佳的吸附分离工艺条件为上样量中树脂体积：生
药为 10∶1（v/w），洗脱溶剂为 95%乙醇，4 倍量水洗脱。结论：该方法简单易行，分离效果良好，适于工业化生产。
【关键词】 大孔吸附树脂；柏子仁；柏子仁苷；提取分离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conditions of arborvitae seed saponin using D101 type of
macroporous adsorption resin. Methods: Use arborvitae seed glucoside as indexes, investigate the sample weight, related parameters such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olvent and dosage. Results: Best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to separate and absorb biotaorientalis with D101 type of
macroporous resin is that the volume of resin as followings: crude medicine is 10∶1 (v/w), solvent is 95% ethanol, four times the amount
of water to elute.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the separation effect is great,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Keywords】 Macroporous adsorptive resins; Arborvitae seed; Arborvitae seed glucoside;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7
柏子仁为常用中药材，应用历史悠久，始载于《神农本草

HH-4 型数显恒温水浴锅（江苏省金坛市荣华仪器制造有限公

经》
，列为上品。为柏科绿乔木植物侧柏的种仁，主产于山东、

司）
；离心机 LXJ-IID（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真空抽气泵（河

河南、河北，陕西、湖北、湖南、甘肃、云南等地亦产。冬初

南巩义）
；超声波清洗机 DS3120（TianJinDo-Chromtechnology）
，

种子成熟时采收，晒干，压碎种皮，簸净，阴干。以子粗，饱

电子分析天平（METTLERAE200）
。

满，黄白色，油性大而不泛油，无皮壳杂质者为佳。

1.2 柏子仁药材
柏子仁苷对照品（实验室分离纯化，纯度>98%）
；D101 型

柏子仁在晋代葛洪《抱朴子》中有关“长寿毛女”的记载。
用柏子仁、松子仁，以松脂和丸，常服也可“齿落更生，行及

大孔树脂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

奔马”，“润泽美色，耳目聪明，不饥不老，轻身延年”。柏子

蒸馏水。

仁味甘，性平。归心、肾、大肠经。有养心安神，敛汗，润肠
通便之功。
《本草纲目》记载：“养心气，润肾燥，安魂定魄，
益智宁神；烧沥，泽头发，治疥癣”。用于惊悸怔忡，失眠健
忘，盗汗，肠燥便秘。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本品在诸多方面都
有较好的疗效，临床应用非常广泛。
柏子仁具有多种生理活性，临床应用范围广，开发利用柏

2

方法与结果

2.1 样品溶液的制备
取柏子仁药材粗粉，加 12 倍量 70%乙醇回流提取 2 次，
每次 2h，过滤，合并两次滤液；滤液回收乙醇至无醇味，浓缩
得浸膏；将所得浸膏加 4 倍量水溶解，静置后过滤，所得滤液

子仁的潜力很大。但因其油脂太多，少有人研究它的成分，为

为 1.0g/ml 浓度的上样液。

了更好的综合开发柏子仁的药用价值，有学者对柏子仁进行热

2.2 柏子仁苷的含量测定

回流等方法提取，但效不尽人意。大孔树脂具有物理化学稳定

2.2.1 色谱分析条件

性高、比表面积大、吸附和交换容量大、速度快、选择性好、

ZorbaxEclipseSBC18（250mm×4.6mm，5μm）
；流动相：

吸附条件温和、再生处理方便、强度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乙腈-水（30∶70），流速：1.0ml/min；检测波长：203nm；柱

在皂苷类化合物纯化中应用广泛，本实验对大孔树脂对柏子仁

温：30℃；微孔滤膜：0.45μm。

皂苷吸附特性进行研究，并优化了最佳树脂的工艺参数，以期

2.2.2 标准曲线的制备

为柏子仁皂苷的产业化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
1

仪器与试剂（原料、药材）

1.1 仪器
Agilent11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G1311A 系列四元梯度泵，

精密称取柏子仁苷对照品 43.75mg，以流动相溶解并定容
于 25ml 量瓶中，分别精密量取 0.5、1.0、1.5、2.0、2.5ml，以
流动相溶解并定容于 25ml 量瓶中，分别量取 20μl，注入 HPLC
色谱仪中，记录结果，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以标准品溶液的
进样浓度（x）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

G1322A 脱气机，HPG1314AVWD 紫外检测器，HPRev.A.0501

线。柏子仁苷：y＝94.598x－1.6856，r＝0.9998，柏子仁苷在 0.7～

化学工作站）
；RE-52A 型旋转蒸发器（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3.5μg 范围内其浓度和峰面积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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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线性范围试验结果

表 2 精密度试验试验结果

1
浓度/ug
64

峰面积

2

3

4

5

1.4

2.1

2.8

3.5

131

199

261

330

峰面积

2

3

4

5

平均值±RSD%

129

129

129

132

131

130±1.09

2.2.4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分别测定 5 次，结果 RSD 值为 0.64%，表明

y = 94.598x - 1.6856
R 2 = 0.9998

350
300

1

供试品溶液稳定。

250
200

表 3 稳定性试验试验结果

150
100

峰面积

50
0
0.0

1.0

2.0

3.0

1

2

3

4

5

平均值±RSD%

129

131

130

130

131

130.2±0.64

2.2.5 回收率试验

4.0

分别精密称取柏子仁 8g，置 50ml 容量瓶中，加 3.48mg/ml
对照品 1ml，加流动相溶解，超声 15min 溶解，加流动相溶解

2.2.3 精密度试验
取对照品溶液，连续进样 5 次，记录峰面积。结果峰面积

稀释至刻度，按“2.1.2”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按外标法以
峰面积计算回收率，结果见表 4。

的 RSD 值为 1.09%，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表 4 回收率试验试验结果
取样量（g）

样品含量（mg）

对照品加入量（mg）

实测总量（mg）

回收率（%）

8.0387

3.4988

3.4800

6.9158

98.2

8.0169

3.4893

3.4800

6.9158

98.5

8.0196

3.4905

3.4800

6.9158

98.4

7.9669

3.4676

3.4800

6.8629

97.6

7.9823

3.4743

3.4800

6.9158

98.9

x%

RSD%

98.3

0.48

脂柱柱体积）水洗脱（流速为 3～5ml/min）
，继用 4 倍量的 70%

2.3 树脂的预处理
将新购 D101 型树脂先用 95%的乙醇浸泡 24h 充分溶胀后，

乙醇以 3ml/min 的流度洗脱，收集洗脱液，测定柏子仁苷含量，

湿法装柱，用乙醇通柱淋洗至洗出液加水不显浑浊为止，改用

结果表明水洗脱体积对皂苷收率无明显的影响，主要影响皂苷

大量水洗，直至无醇味，水浸泡备用。

纯度。为了减少洗脱用水，缩短洗脱时间，同时考虑到皂苷的

2.4 吸附容量的确定

纯度，选择 4 倍量为洗脱杂质用水量。

分别称取已处理好的 D101 型大孔吸附树脂约 1g，湿法装
入 2cm×50cm 的色谱柱中，取柏子仁提取物溶液 30ml，通过

3

讨论与结论

大孔树脂柱，蒸馏水洗至无色，用 2 倍量乙醇以 3～5ml/min

本实验主要围绕上样、吸附、洗脱这几个步骤对大孔树脂

的洗脱速度洗脱，收集洗脱液，减压浓缩，干燥称重。测定含

分离纯化工艺进行考察，设定的参数简单，便于实际工业化操

量，计算动态吸附-洗脱量，提取液量增加 1 倍后重得上述过程，

作和应用。柏子仁中成分复杂，尤其是油脂较高，前期采取石

结果，吸附容量 600mg/g 时，吸附容量不再增加，为 D101 型

油醚等溶剂除去油脂，再进行分离精制柏子仁皂苷。
本实验采用 D101 型大孔树脂分离纯化柏子仁皂苷，结果

树脂的动态饱和吸附-洗脱量。

表明，最佳工艺为：上样量的树脂体积与生药比为 10:1（v/w），

2.5 洗脱剂浓度的选择
称取处理好的 D101 型干树脂约 1g，湿法装柱，取上柱溶
液 20ml，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蒸馏水洗至无色，分别对应加

洗脱剂用 95%乙醇，并用 4 倍量的水洗脱。
本方法简便易行，得到的皂苷为黄色粉末，含量在 0.1%

入浓度为 20%、40%、60%、80%、95%的乙醇，以 1ml/min

左右。可见 D101 型大孔树脂分离纯化柏子仁皂苷，富集度高，

的流速洗脱，收集洗脱液，计算洗脱率。结果见表 5。

所含杂质少，操作简单，生产周期短，树脂可反复再生使用，
节约工业成本，可用于工业化生产。

表 5 洗脱浓度和洗脱率（%）
洗脱浓度（%）

20

40

60

80

95

洗脱率（%）

30

50

80

90

92

结果显示，除 20%、40%乙醇洗脱率较低外，95%的乙醇
浓度洗脱百分比最高，本实验确定以 95%乙醇为洗脱剂。
2.6 水洗量的确定
取处理好的 D101 型干树脂约 1g，湿法装柱，取上柱溶液
30ml，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分别以 2、4、6 倍量（大孔吸附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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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光忠,张明,夏兵,等.正交设计法优选盾叶薯蓣总皂苷的提取工艺[J].中
国药师,2007,10(10):998-999
[3]王光忠,刘伟伟,葛如斌,等.分光光度法测定盾叶薯蓣总皂苷的含量[J].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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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芩黄喉症胶囊中
黄芩苷的含量
Measuring baicalin content by RP-HPLC in the Qinhuang capsules
史玉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辽宁 沈阳，110101）
中图分类号：R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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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应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芩黄喉症胶囊中黄芩苷的含量。方法：采用 SMT C18（250mm×4.6mm，5μm）
色谱柱，以甲醇-水-磷酸（51∶49∶0.2）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280nm。结果：黄芩苷在 0.01010～0.10100mg/ml 浓度范围内，呈
良好的线性关系（r＝0.9999）
，加样回收率为 98.73%，RSD 为 0.96%。结论：本方法灵敏，准确，重复性好，可用于检测芩黄喉
症胶囊中黄芩苷的含量。
【关键词】 黄芩苷；芩黄喉症胶囊；高效液相色谱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measure baicalin content by RP-HPLC in the Qinhuang capsules. Methods: With SMT C18 column,
Methanol-water-phosphoric acid (51 ∶ 49 ∶ 0.2) as mobile phase, detection wavelength of 280 nm. The baicalin in 0.01010 ～
0.10100mg/ml with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showed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r＝0.9999), the recovery rate was 98.73%, RSD was
0.96%.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ensitive, accurate, reproducible, and can be used in the detection the Qinhuang a capsules.
【Keywords】 Baicalin; The Qinhuang Houzheng capsule; HPLC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8
芩黄喉症胶囊由黄连、人工牛黄、冰片、黄芩、栀子等药

显示，处方中的其它药材及辅料不干扰黄芩苷的检出（见图 1）
。

材组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可用于治疗热毒内
盛引起的咽喉肿痛。为更好的控制产品质量，我们参考有关文
献[1-2]，对方中主要成分黄芩苷的含量测定方法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该方法灵敏度高、准确性好，重复性良好，可用于该制
剂中的黄芩苷含量控制。
1

A

仪器及试药
岛津 LC-10A 液相色谱仪，N2000 色谱工作站；TB-215 电

子分析天平；黄芩苷对照品（含量测定用，中检所），芩黄喉
症胶囊（自制，批号：20111001、20111002、20111003）
；甲醇
为色谱纯试剂，其它试剂为分析纯。
2

B

方法与结果

2.1 检测波长
取黄芩苷对照品适量，制成浓度适当的甲醇溶液， 经扫
描发现黄芩苷在 280nm 处有最大吸收，所以选择 280nm 作为
检测波长。

C

2.2 色谱条件及统适用性试验

A. 对照品 B. 样品 C. 阴性对照

色谱柱：SMT C18 （250mm×4.6mm，5μm）色谱柱；流
动相：甲醇-水-磷酸（51∶49∶0.2）
；检测波长：280nm；流速：
1ml/min；理论板数以黄芩苷色谱峰计不低于 3000。
2.3 专属性试验
①对照品溶液：取黄芩苷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 1ml 约含

图 1 HPLC 色谱图

2.4 线性范围
取浓度为 0.2mg/ml 的黄芩苷对照品溶液，分别精密吸取

50μg 黄芩苷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②阴性对照液：制备不

0.5ml、1.5ml、2.5ml、3.5ml、5.0ml 该溶液，置 10ml 量瓶内，

含有黄芩的胶囊内容物粉末，照上述方法制备阴性对照液。

加甲醇至刻度。各进样 10μL，测定峰面积。将进样浓度作为横坐

③供试品溶液：取 70mg，精密称定，置于具塞锥形瓶内，精

标，峰面积作为纵坐标，制作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y＝

密加甲醇 50ml，称量，超声 30min，放冷，再称重，加甲醇补

10139.3x-50.1，r＝0.9999。结果表明：当黄芩苷的进样浓度在

足重量，摇匀，滤过，得供试品溶液。
取阴性液、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各 10μL 进样，结果

0.01010～0.10100mg/ml 范围内时，其线性关系良好。
2.5 重复性试验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8 期

-39-

取芩黄喉症胶囊（批号：20111001）
，制备 6 份供试品溶

称取样品细粉 6 份，约 35mg/份，每份精密加入对照品溶

液，测 定 出 样 品 中的 黄 芩苷含 量为 20.62mg/粒 ， RSD 为

液 5.0ml（0.2596mg/ml），按照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操作，进

0.98%，符合规定。

样 10μL，测定其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 1。

2.6 准确度
表 1 黄芩苷加样回收率
取样量（mg）

样品中的量（mg）

加入量（mg）

测得量（mg）

35.61

1.3100

1.2980

2.6021

99.54

35.12

1.2920

1.2980

2.5925

100.19

34.78

1.2795

1.2980

2.5619

98.80

35.56

1.3082

1.2980

2.6028

9974

36.29

1.3351

1.2980

2.6150

98.61

35.79

1.3167

1.2980

2.6105

99.68

2.7 样品含量测定
取 3 批样品，按拟定的含量测定方法测定样品中的黄芩苷

RSD（%）

99.4

0.61

动相系统进行了筛选比较，结果表明，以甲醇-水-磷酸（51∶
49∶0.2）作为流动相时，分离效果较好，保留时间合适，作为
芩黄喉症胶囊中黄芩苷的含量测定方法是可行的。

表 2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讨

平均回收率（%）

磷酸（30∶70∶0.2）
，甲醇-水-磷酸（55∶45∶0.2）等不同流

含量，结果见表 2。

3

回收率（%）

参考文献：

批 号

含量（mg/粒）

20111001

20.62

[1]颜永芽,黄其春,凃文生.HPLC 法测定芩黄喉症胶囊中黄芩苷的含量[J].广

20111002

21.33

西医学,2008,11:1737-1738

20111003

20.53

[2]孙岚,何芳.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一清颗粒中黄芩苷的含量[J].临床医药杂志,
2005,2:57-61

论

在研究含量测定的高效液相色谱条件时，曾经对乙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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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冬虫夏草的性状考证与鉴别
A review on difference and research of the cordyceps
唐晓红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北京，101400）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39-02

【摘 要】 冬虫夏草又称虫草、夏草冬虫，是一种传统的名贵滋补中药材，有广泛的药用价值。由于其与混淆品及伪品外观
相似，不易区分，常在购买和临床应用中发生混淆。通过性状鉴别、显微鉴别、色谱等鉴别方法对冬虫夏草进行论述，可作为冬
虫夏草与伪品的鉴别依据。
【关键词】 冬虫夏草；性状；本草；考证及鉴别
【Abstract】 The cordyceps is a kind of famous and expensive TCM, applied in lots of deco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any
alternative and fake one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m out. Based on the characters, microscope and chromatogram, the cordyceps c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fake one.
【Keywords】 The cordyceps; Characters; Bencao; Differenti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19
冬虫夏草为一种传统的名贵滋补中药材，有广泛的药用价

于其来源稀少，价格昂贵，掺伪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对

值。
《中国药典》2005 年版一部规定冬虫夏草来源于麦角菌科

其性状进行本草及文献考证，利用现代鉴别手段对常见混淆

真菌冬虫夏草。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及幼虫尸体

品、伪制品、掺假品进行真伪鉴别，保证用药准确有效。

的复合体。其味甘性温，入肺、肾经，具有益肺肾、补精髓、
止血化痰等功效，常用于肺虚劳咳、肾虚阳痿、痰饮喘咳、病
后虚赢、自汗盗汗、虚劳咳血以及老年虚弱慢性咳喘等症。由

1

冬虫夏草的主要性状
冬虫夏草形状的典籍记载如下。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40-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8
《本草纲目拾遗》[1]对其记载尤详：
“夏草冬虫，出四川江

纸上，进行双向层析。用正丁醇-甲酸-水（15∶3∶2）展开 8h，

油县化林坪，夏为草，冬为虫，长三寸许，下跌六足，屉以上

再用正丁醇-乙醇-氨水（13∶3∶3）展开 6h。显色剂为吲哚醌

绝类蚕，羌俗采为上药。
”并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云：
“夏

试剂（1%吲哚无水乙醇溶液，加 20ml 冰醋酸）
；底色褪色剂

草冬虫生雪山中，夏则叶岐出类韭，根如朽木，凌冬叶干，则

为硅酸钠溶液
（100ml20%碳酸钠溶液，
加 60g 硅酸钠，
在 60℃～

根蠕动化为虫。
”

70℃水浴加热搅拌使溶解）
。可检出组氨酸、谷氨酸、丙氨酸、
[2]

《柳崖外编》 ：
“冬虫、夏草，一物也。冬则为虫，夏则

脯氨酸、缬氨酸、苯丙氨酸。取粉末用乙醚除去油脂及淄醇后，

为草，虫形似蚕，色微黄，草形似韭，叶较细。入夏以头入地，

用 95%乙醇提取，趁热虑过，减压浓缩至适量，滤过除去沉淀，

尾则成草，杂草交错于蔓草间，不知其为虫也。交冬草渐微黄，

取滤液适量点在新华中速层析滤纸上，用正丁醇-冰醋酸-水

乃出地蠕蠕而动，其尾犹簌簌然带草而行。盖随气化转移，理

（4∶2∶1）展开，喷 0.2%茚三酮乙醇溶液，可检出 DL-缬氨

由然者。
”

酸、L-氨基丙酸、L-精氨酸、DL-赖氨酸、L-亮氨酸，Rf 值依

《本草纲目》[3]中雪蚕（即冬虫夏草）性状描述为：
“员峤
之山有冰蚕，长六、七寸，黑色有麟角。以霜雪覆之，则作英，
长一尺。
2

次为 0.68、0.48、0.28、0.19 和 0.78。
3

伪品的鉴别

3.1 人工伪制品[4]

冬虫夏草的鉴别要点

鉴别：面粉伪制品，形纹理整齐，呆板质坚硬；平坦，略

2.1 冬虫夏草的性状鉴别

显角质样，无组织结构；子座质轻而脆，折断面花被呈裂片状，

性状鉴别：本品由虫体与从虫头部长出的真菌子座相连而

内显花丝；气微，口尝粘牙，具干菜气味；与碘液呈蓝色。石

成。虫体似蚕，长 3～5cm，粗 3～8mm。有环纹 20～30 个，

膏伪制品，外形纹理整齐，呆板，质坚硬；断面平坦，略显角

近头部的环纹较细；足 8 对，中部 4 对较明显；子座深棕色至

质样，无组织结构，子座质轻而脆，折断面花被呈裂片状，内

棕褐色细长圆柱形，一般比虫体长长 4～7cm，有细纵皱纹，

显花丝；气微，口尝粘牙，具干菜气味；碘液反应无。

上部稍膨大。颜色：虫体表面深黄色至黄棕色；子座表面深棕

3.2 植物类伪品

色至棕褐色；头部红棕色。质地：虫体脆，易折断。断面：虫

3.2.1 石蚕[5]

体略平坦，淡黄白色。子座断面类白色。气微腥，味微苦。质

其外形呈纺锤形，两端略尖，表面黄白色至棕黄色，具 2～

量标志：以虫体肥壮、完整、坚实、外表亮黄色、内玉白色、

10 个环节，略似老蚕，节上可见点状芽痕及根痕，质坚脆，易

子座短者为佳。

折断，断面粉性，白色，浅棕色，气微，味甘。

2.2 冬虫夏草的显微鉴别

3.2.2 地蚕[5]

2.2.1 组织特征子囊壳卵形，近表面生，基部埋藏于子座内。

伪品呈纺锤形，表面黄白色至灰黑色，有 4～15 个环节，

子囊孢子线形。子座中央充满菌丝其间有裂隙。具不育顶端。

腹部无足及气门，无子座，水浸膨胀后环节明显，节上有明显

2.2.2 粉末特征菌丝众多，白色，细长，体内及体表菌丝分枝

突起的芽及根痕，气无，味微甜。

或不分枝密集交叉成团或断裂成节，虫体组织碎片成不规则多

3.2.3 伪品用“酥油藏粑”为原料制成[14]

角形，淡黄色或黄棕色，有时隐约可见许多黑褐色表皮斑纹，

本伪品与正品外形相近，每条虫草之间多少有点形态及大

上面可见许多附着的菌丝，孢子囊壳碎片整体及断头子囊壳，

小上的差异，它们或较直，或略弯曲，或有断节；色泽也不尽

黄色，半透明；子囊细长。

相同，有棕褐、棕、淡棕之分。

2.3 冬虫夏草的理化鉴别

鉴别：断面明显可见粉质，或略显油润，呈浸白色。将本

2.3.1 荧光检查取本品酸性乙醇提取液（1∶7）1ml，在紫外灯

伪品用手搓捏即散，入水煮之则化成糊状，并可见水面有油滴

下观察，呈淡黄色荧光。取本品水浸液（1∶10）1ml，在紫外

漂浮。粉末淡黄棕色，有酥油香气。

灯下观察，呈黄蓝色荧光。
2.3.2 光谱鉴定取粉末 0.2g，加乙醇 20ml，放置 12h，滤过，

4

讨

论

滤液用乙醇稀释（20mg/ml）
，供测试用。样品在（272±3）nm、

冬虫夏草为常用贵重中药材，本文着重从冬虫夏草形状的

（220±2）nm 处有最大吸收，在 280nm、266nm 附近有肩峰。

本草考证，正品的来源、性状、显微、理化等特征加以鉴别区

取药材 50%乙醇浸出物（5.0mg/ml），采用溴化钾压片法测其

分，比较全面直观，可供参考，为人们正确识别冬虫夏草，对

-1

红外光谱，样品在 1710～1570cm 之间出现一处具有多分裂的
-1

宽峰，其中 1710cm 裂分出一明显的锐峰。取药材丙酮浸出液
（5.0g/ml）
，以同样方法测其红外光谱，样品在 1745～1710cm-1

临床用药及深入的科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之间出现一个裂分的双峰，二峰的强度相等。

[1]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M].阎冰,等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2.3.3 薄层色谱取粗粉适量，用乙醇提取，浓缩醇提取液，取

[2]清·徐昆.柳崖外编[M].杜维沫,薛洪校点.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适量点在硅胶 G 薄层（105℃活化 30min）板上，用正丁醇-醋

[3]明·李时珍撰.本草纲目[M].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

酸-水（4∶1∶6）展开，喷 0.5%高碘酸钾溶液和 0.5%联苯胺

[4]王春泉,吴纪大.冬虫夏草真伪的鉴别[J].浙江临床医学,2001,3(10):784

乙醇溶液，在蓝色背景下，甘露醇显白色斑点，Rf 值为 0.14。

[5]黄青萍.冬虫夏草及其掺伪品的鉴别[J].黑龙江医药,2001,2:14

2.3.4 纸色谱取粉末 0.5g，加 6mol/L 盐酸溶液 2ml 水解 24～
48h，除去盐酸，残渣加少量水稀释。取样品适量点在层析滤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10201（修回：2013-04-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8 期

-41-

应用针灸四步法治疗过敏性鼻炎疗效观察
The four-step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efficacy
杨丽明 傅瑞芸 孙国如 唐

玲

（江西省樟树市中医医院，江西 樟树，331200）
中图分类号：R13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41-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探讨应用针灸四步法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30 例过敏性鼻炎患者应用针灸四步法采用针
刺鼻三针、穴位注射（定喘、风门、肺腧）
、中药包五子散（吴茱萸、莱菔子、白芥子、菟丝子、苏子）推烫头面部、颈后项部、
背部、腹部等重要穴位、配合神阙穴温和灸治疗，1 次/d，治疗 7d 为 1 个疗程。总计 1 个程结束后停药，随访半年以上。结果：
痊愈 11 例，显效 18 例，有效 1 例，愈显率为 96.67%，总有效率为 100%。结论：应用针灸四步法治疗过敏性鼻炎有良好的临床
疗效，且操作简便经济、疗程短见效快、针刺穴位少、患者痛苦小、不良反应少、便于医护人员操作，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针灸四步法；过敏性鼻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our-step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clinical efficacy for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Methods: 30 cases of allergic rhinitis patients acupuncture needle pungent four-step three needles, acupoint injection the (Dingchuan,
damper, lung acupoints), the five sons of the medicine package bulk (Evodia, radish seed, Mustard Seed, Dodder, Susub) push hot head and
face, the back of the neck nuchal important points such as the back, abdomen, with mild moxibustion treatment Shenque point, once-daily
treatment of seven days for a course. With drawal after the end of a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follow-up of the year. Results: 11 cases were
cured, 18 cases markedly effective one cases, markedly efficiency was 96.67%,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100%. Conclusion: The four-step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good clinical efficacy, and easy to operate economic course is short and quick, the
acupuncture points are less patient pain, fewer adverse reactions, to facilitate medical staff operation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Acupuncture four-step; Allergic rhin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0
过敏性鼻炎又称变态反应性鼻炎，是指鼻黏膜接触变应原
后，由免疫球蛋白介导的炎症反应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鼻部症
状。中医学认为本病的内因多与肺、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及
个人先天体质有关，外因多为六淫邪气侵袭鼻窍。发病时有阵

偏曲等；②合并有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孕妇或哺乳期
妇女；③晕针、晕灸者。
2

治疗方法

发性鼻痒、鼻塞及连续性喷嚏，有大量清水样分泌物，有时可

2.1 治疗组

不自觉从鼻孔滴下，大多患者有半年以上典型的过敏史，且目

2.1.1 第一步

前中西药尚缺乏特效药。笔者于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
应用针灸四步法治疗本病获得较好疗效，现报导如下。
1

针刺，患者仰卧，先用 0.3mm×25mm 毫针针刺鼻三针[3]
（迎香、鼻通、印堂）相应穴位，针以补法为主。先取迎香穴
针尖向鼻翼部方向横刺，新病针尖向鼻翼水平进针约 3 分深，

临床资料

久病向鼻翼水平进针约 5 分深。得气后使局部有发胀、发热感，

1.1 一般资料

即可；次取鼻通穴，先用食指按压一下穴位以探准穴，如不探

30 例过敏性鼻炎患者，均由五官科门诊确诊后转来，年龄

准穴位，针的深度和角度就不好掌握，很容易刺伤鼻骨，引起

均在 18～60 岁，男 18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48.6±13.2）

出血或疼痛，应向下斜刺约 5～8 分深，得气后使局部胀痛感，

岁，病程最长 16 年，最短 6 个月以上，超过 1 年以上有 18 人。

后取印堂穴，针尖向鼻柱方向平刺入针 5 分深，这三个穴位针

绝大部份患者曾口服西药敏迪、西替利嗪等，外用鼻内喷雾剂

感都特别强，多数患者会因刺激而流泪，这属正常现象，而且

如：氮卓司汀鼻喷剂、伯克纳喷剂等，及中药、针灸治疗，但

疗效会很好。配合谷穴，1 次/d，连续治疗 7 次为 1 个疗程。

疗效不很满意。

2.1.2 第二步
穴位注射，患者取坐位，取（定喘、风门、肺腧）[3]双穴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参照《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1997 年修订，海口）
变应性鼻炎诊断标准及疗效评定标准[1]；中医辨证标准参照国家
[2]

位，
用 2ml 注射器抽取维生素 B12 加维丁胶性钙注射液各 1ml，
用皮试针头，常规消毒后，在定喘第七颈椎棘突下左右旁开 0.5

中医药管理局 1995 年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

寸、风门、肺腧分别在第二、三胸椎棘突下，左右旁开 1.5 寸

1.3 排除标准

处，靠脊柱方向斜刺入穴位 0.5～0.7 深，得气后，回抽无血缓

①排除其他鼻患如慢性鼻炎、副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

慢注入药液每穴各 0.3ml 射后拔出针头，消毒棉球按压片刻。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42-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8

以防出血，隔日注射 1 次，5 次为 1 个疗程。

位以改善伴随症状。穴位药物疗法是一种以穴位、药物和经络

2.1.3 第三步

作用相结合的综合疗法。它采用少量不同药物通过特定穴位的

中药五子散药包，将中药（吴茱萸、莱菔子、白芥子、菟

刺激，以增强和调整机体的免疫功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丝子、苏子各 50g）放入布袋中，用微波炉加热 3min，置其头

选用维丁胶性钙注射液加维生素 B12 各 1ml，取（定喘、风门、

面部、颈后项部、背部、腹部等重要穴位，用力来回推熨，力

肺腧）双穴位注射；维丁胶性钙含维生素 D 及胶性钙，有抗过

量均匀，开始时可提起、放下交替，用力轻，速度稍快，可用

敏的作用；维生素 B12：对生血和神经组织的代谢有重要作用。

点、推、滚、揉、搓等手法，随着药温下降，力量可增大，速

它与交感神经节的肺丛有关，主要用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喘

度减慢，药袋温度过低时可换药袋，一般药熨 15～30min，1

定穴属经外奇穴止咳平喘、通宣理肺作用；风门、肺腧穴为足

次/d，7 次为 1 个疗程，一包可重复使用 10 次。

太阳膀胱经穴，风门[4]内应于肺。太阳主一身之表，风邪袭人

2.1.4 第四步

多从背入，首触皮毛，先犯太阳，而伤肺卫，故该穴所治多与

艾条灸，肺虚感寒型加灸神阙穴温和灸；1 次/d，40min/次，

肺卫诸证相关。肺俞是肺脏之气转输于背部的穴位、内应肺脏，

连续治疗 7 次为 1 个疗程。上述方法，一般治疗 1 次就见效，

而肺开窍于鼻，故本穴有宣肺利气、疏通鼻窍的作用。如此合

疗程短，仅需一周即可。

用能发挥药物和经穴的协同作用，增强疗效。中药五子散药包：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由吴茱萸、莱菔子、白芥子、菟丝子、苏子各 50g 组成，均为
干燥成熟种子[5]。吴茱萸子：辛温，大热，有温中降逆、行气
止痛之功；菟丝子辛甘微温，有补肝肾、壮阳、益精作用；白

痊愈：症状消失，半年以上无复发者；显效：发作时症状

芥子辛温，有散结止痛、祛痰利气作用；苏子辛温，有下气消

体征明显减轻，发作次数明显减少，改善的百分率≥51%；好

痰，利气宽肠作用；莱菔子辛甘平，有消食化痰、降气作用；

转：发作时症状体征减轻，发作次数减少，改善的百分率 50%～

推熨其头面部有四神聪、太阳、鼻三针等穴，颈后项部有凤池、

21%；无效：发作时症状体征、次数无明显改善，改善的百分

风府、大椎等穴，背部有背三针、脾俞、肾俞等督脉、膀胱经

率 2%为无效。

穴位、腹部有中脘、下脘、气海、关元等任脉、脾经、胃经等

3.2 治疗结果

穴位，用中药五子散药包推熨采用点、推、滚、揉、搓等手法，

痊愈 11 例，显效 18 例，有效 1 例，愈显率为 96.67%，总

可激发经气感传，补益肝肾，温经通络散寒，扶助正气，改善

有效率为 100%。本方法操作简便经济、疗程短、见效快、仅

鼻粘膜被致敏的状态。从而达到不针刺、不服药、舒服又有治

需一周即可、针刺穴位少患者痛苦小、不良反应少，对不愿意

疗效果的目的。笔者认为过敏性鼻炎患者属本虚标实。在症状

接受口服中西药治疗者、其他治疗反复发作、无效者，针刺怕

得到改善后，加用神阙穴温和灸补虚治疗，巩固疗效非常重要。

疼者，应用针灸四步法治疗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便于医护人员

神阙穴属任脉上的重要穴位，乃十二经之根，元气之所系，生

操作，值得临床推广。并嘱加强体质锻炼、避风寒、调情志、

气之源泉，为五脏六腑之本，其内联脏腑，具有补益肺、脾、

清淡饮食。随访半年以上。

肾，调和阴阳作用[6]，能提高正气，增强抗病能力。

4

病案举例

因此，应用针灸四步法治疗过敏性鼻炎，并且操作简便经
济、疗程短见效快、针刺穴位少、患者痛苦小、不良反应少，

患者甲，女，35 岁，护士，因晨起、变天、换季、或受凉

对不愿意接受口服中西药治疗者，其他治疗反复发作、无效者，

后“鼻痒、连续喷嚏、流清涕及鼻塞”反复 10 年，曾在多家

针刺怕疼者，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便于医护人员操作，值得

医院五官科检查，西医诊断为过敏性鼻炎，中医诊断鼻鼽，证

临床推广。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样本，进行更严格的随机对照临

属肺虚感寒。并经多家医院中西医治疗效果不佳。近 2 年因鼻

床试验。

痒、连续喷嚏、流清涕及鼻塞加重并严重影响睡眠，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就诊。应用针灸四步法治疗，治疗 1 次见效，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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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疏通手太阴肺经及手阳明大肠经为主，具有开窍通经、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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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表里，鼻为肺之外窍，古人云：“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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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通鼻气的作用，平时鼻塞之时，以双食指按揉该穴，即可
见效；印堂位于鼻根部。虽为经外奇穴，但位处督脉上。督脉
恰好经过鼻梁的正中。亦为治鼻疾之要穴。再随症配以相应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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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射频针刺治疗颈型颈椎病探索腧穴得气深度和
组织的临床研究
A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cervical syndrome by RF acupuncture
王东波 吴长岩 张迎春 韩乐鹏 蔡国强
（烟台市中医医院，山东 烟台，264000）
中图分类号：R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43-02

证型：ADI

【摘 要】 目的：通过射频针刺研究颈部腧穴得气时的深度及得气时针尖所达到的组织。方法：利用射频设备测定腧穴得气
时射频针针尖所在的深度及腧穴得气时组织的电阻值，从而判断得气位置的组织类别及腧穴深度。结果：颈部所选腧穴得气深度
与患者胖瘦有关，胖人得气深度较瘦人深，性别及左右对称腧穴之间无差异，所选腧穴的得气组织皆为肌肉组织。结论：通过射
频针刺这种新的针刺方法，在颈型颈椎病治疗中疗效满意，并且可以有效测得腧穴得气深度及腧穴得气时针尖所在组织的类别。
【关键词】 射频；针刺；颈型颈椎病；腧穴深度；得气深度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issue and position of needles by acupuncture. Methods: To apply the RF device to
measure the resistance value of different tissue and position for judgment of type and position of tissue. Results: The position of needles
was related to whether patients was fat or thin, the fatter the deeper needle, sex and right-left position was not relevant. Conclusion: The RF
device was good at applying acupuncture and easy to find out the position of needles.
【Keywords】 RF; Acupuncture; Cervical syndrome; Acupoints depth; Feeling dept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1
临床上针刺深度常以得气感来判定，即我们常说的腧穴得

①排除骨结核，骨肿瘤，椎体融合等疾病；②年龄 70 岁

气深度。然而同一个腧穴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针刺深度，为此

以上，或合并严重的心肝肾等脏器疾病；③有手术适应症者。

大家通过对腧穴部位的断层解剖、腧穴层次解剖、腧穴 CT 扫

1.5 剔除和脱落标准
①针刺发生不良反应不宜继续实验者；②患者本人不愿意

描、腧穴立体构筑等方面的研究，以期探索腧穴的深度。而到
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腧穴存在一种与众不同的、并可以进行测量
其深度的特殊的组织形态结构[1]。本研究是用射频针代替普通
针灸针，在治疗颈型颈椎病的同时通过射频设备对腧穴产生刺

或不可能观察治疗者。
2

所有入选患者均采用射频技术进行治疗，取穴为阿是穴

激，测量进针深度即腧穴得气深度，并且通过测定腧穴得气时
针尖所在组织的电阻，推断所处组织的类别。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为 2011 年 5 月～2012 年 5 月烟台市中医医院颈

研究方法

（颈椎棘突下、椎旁压痛点，项背肌肉、韧带压痛点）
、肩井、
肩中俞、肩外俞、颈夹脊。根据腧穴所在部位，选择适合的进
针角度。消毒、进针参照射频操作。进针后逐渐向不同深度和
方向寻找针感，当病人有酸麻重胀感时（得气），即刻记录射
频机上显示的针下组织的电阻值，标记进针深度，并同时给予

肩腰腿痛科门诊病人。共 60 例患者，其中男 32 例，女 28 例，

40°～60°的射频温热治疗，每穴留针 10min。1 次/d，12 次

年龄 32～50 岁，平均（40.85±5.32）岁。按邵象清的《人体

为 1 个疗程。

测量学》[2]中的罗氏指数分型，分为瘦人组 20 例，适中人组
20 例和胖人组 20 例。

3

数据用 SPSS16.0 版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1.2 诊断标准
以第二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要（1992 年青岛）所制定的
颈型颈椎病诊断标准[3]为准：①枕颈部疼痛，颈活动受限，颈
肌僵硬，有相应压痛点；②X 线片有颈椎曲度改变、不稳定等
表现；③应除外颈部其它疾患（如落枕、肩周炎、筋膜炎等）。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颈型颈椎病诊断标准；②年龄小于 70 岁，无严重

统计方法

检验。
4

结

果

治疗结果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60 例患者中治
愈 41 例，好转 18 例，未愈 1 例，总有效率为 98.3%。
对 7 个针刺穴位得气深度进行男女数值之间的统计学显著性

的心肝肾等脏器疾病。

检验，P>0.05，证明男女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不分男女，成对穴

1.4 排除标准

位左右之间进行显著性检验，P>0.05，证明也无显著性差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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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瘦、中、胖得气深度，经 t 检验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故

不同体型的人给予不同的处理。

可认为，不同体型的人针刺深度有较大差异，临床应用中应视
表 1 男女组得气深度比较
得气深度（cm）

n

组别

肩井

肩中俞

肩外俞

颈夹脊（4～7）

男

32

0.42±0.09

0.63±0.13

0.64±0.11

1.05±0.11

女

28

0.40±0.10

0.61±0.06

0.62±0.07

0.97±0.10

表 2 瘦人、胖人、适中体型人腧穴得气深度结果的比较分析（单位：cm）
瘦人
穴位

适中人

胖人

左侧

右侧

左侧

右侧

左侧

右侧

肩井

0.37±0.10

0.39±0.08

0.41±0.08

0.43±0.15

0.49±0.09

0.52±0.12

肩中俞

0.56±0.13

0.57±0.08

0.61±0.11

0.63±0.12

0.65±0.12

0.66±0.09

肩外俞

0.59±0.10

0.62±0.05

0.63±0.13

0.62±0.16

0.65±0.09

0.68±0.14

颈夹脊（4～7）

0.89±0.11

0.91±0.18

0.96±0.10

0.97±0.11

1.10±0.12

1.12±0.06

由表 2 可知，得气深度在 300～400Ω，与肌纤维组织电阻

相同。

表 3 得气位置电阻值比较

5

讨

组别

n

瘦人

20

得气位置电阻值（Ω）
肩井

肩中俞

肩外俞

颈夹脊（4～7）

367±23

349±31

323±36

368±28

适中人

20

343±26

357±24

356±28

321±21

胖人

20

336±21

378±21

361±23

365±35

论

射频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当射频电流通过组织时，电流中的
离子发生振动现象，从而和附近的质点发生互相摩擦，这样就
在组织内部产生了热能，从而达到热疗及热凝的作用。用射频
针代替普通针刺针其优势主要有以下两点：a.穴位深度可控：
射频针外包绝缘膜，仅仅远端外露 0.8mm，针刺入人体穴位后
仅仅外露导电处的接触组织受到刺激从而达到靶点穴位精确
定位。有别于传统针灸针下的电针灸全程接触组织的深浅不能
控制的刺激法。b.根据不同组织的阻抗值不同，初步判断针刺
腧穴的深度，鉴定组织的类别。
《灵枢•刺节真邪》曰：
“用针之类，在于调气。
”
《类经》
也云：
“用针之道，以气为主。
”
《灵枢•九针十二原》强调：
“为
刺之要，气至而有效。”《素问•离合真邪论》：“吸则内针。无
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得
气是针刺治疗的基础，大量临床经验说明得气与不得气，疗效
有显著性差异。
《标幽赋》中“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
就是对这种差异的生动描述。得气深度古籍未定，可说是针灸
临床最急需的研究项目之一，并以此建立得气深度的研究模
式。通过本研究得知颈部所取腧穴的得气深度大部分在肌肉

度常以腧穴得气感来判定，对腧穴得气深度研究能更好的指导
临床针刺的深浅。经统计学处理，认为不同体型的人针刺深度
有较大差异，临床应用中应视不同体型的人给予不同的处理这
为提高针刺的临床疗效提供了帮助。本研究通过对腧穴刺激及
对针尖组织类别判定，初步得出了腧穴得气深度及针刺组织，
为临床探索针刺得气深度及所在组织提供了新方法，然而即使
同一种病不同医生有不同的针刺深度，却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这种结果是因为针能的传导，还是因为针刺组织不同或是针尖
接触组织的面积多少而产生不同的疗效，本研究尚未对这些相
互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针刺深度与疾病疗效的关系待进
一步研究。另外射频针较普通针灸针粗，这也导致了针尖与组
织的接触面积增大，是否能影响腧穴得气时的感觉也有待进一
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黄建军,解秸萍,付平.谈腧穴深度与针刺深度[J].针刺研究,2006,31(4):246251
[2]邵象清.人体测量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3]孙宇,陈琅福.第二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要[J].解放军医学杂志,1994,
19(2):156-168

层，故得气与肌电活动，肌肉收缩有很密切关系，且腧穴的得
气深度与患者的胖瘦有关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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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临床上疾病的疗效与针刺的深浅有直接关系，而针刺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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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式小针刀治疗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 300 例
临床分析
A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300 cases of flexor tendon stenosing tenosynovitis
by acupuncture
魏军义 张春蕾
（唐河县人民医院，河南 唐河，473400）
中图分类号：R73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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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针刀疗法是一种介于手术方法和非手术疗法之间的闭合性松解术，是基于颈肩腰腿痛病因及病理解剖，吸收现
代西医及自然科学成果，再加以创造而成的医学学科。本人将传统式小针刀加以改良，用于治疗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其疗效
明显优于原有治疗方法，深受广大患者的好评。
【关键词】 改良式小针刀；屈指肌腱性腱鞘炎；临床分析
【Abstract】 Small knife therapy is a cross between a closed lysis between the surgical and non-surgical therapy, based on the neck
and back pain etiology and pathological anatomy, absorption of modern medicine and science results, coupled with the creation of medical
disciplines. Traditional small knife for treating stenosing tenosynovitis of the flexor tendon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treatment, th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Keywords】 Modified small knife; Flexor tendon tenosynovitis; Clinical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2
小针刀通过直径只有一毫米的针具刺达到病变部位，运用

摸患指弹响处，其位置在掌指关节掌指纹正中处，触摸时嘱患

巧妙的内手法以达到舒筋活络、刮除疤痕、松懈粘连、改善症

者伸屈拇指，术者能明显触感到肌腱滑动时有一绿豆大小样硬

状、使气血通畅。实施手术时间短，一般需要几分钟，几乎无

结在指下滑动，此即为进针点。患指消毒后铺无菌洞巾，术者

痛苦，不留伤疤，不出血。小针刀疗法的简便安全和神奇疗效，

戴无菌手套。将 5%利多卡因＋地塞米松 5mg 混悬液 2ml 沿此

获得国内和国际 30 多个国家医学界的广泛赞誉并大力推广。

进针点注入，此时患指远端稍饱满。待麻醉生效后，术者拇指

现已具有丰富的临床疗效和坚实客观的理论。

中指持针柄，食指在针身稍远端将针身持稳，其状如持手术刀。

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是颈腰痛门诊中常见病多发病，运

沿原麻醉针孔徐徐进针待术者能明显感到针下有坚韧感时嘱

用小针刀治疗该病是其主要治疗方法之一。本人在临床实践中

患者伸屈指关节，此时针刀有微动感，沿肌腱纵轴方向自指远

将传统汉章牌小针刀加以改良后治疗该病，具有疗效好、不复

心端向近心端切割，其状如手术刀切开皮肤一样，切割长度约

发、无并发症等优点，现将其报道如下。

1cm。一至二刀后再次嘱患者伸屈指关节，若完全切开卡压之

1

临床资料
本人收集近两年来 300 例病人。其中男 120 例，女 180 例。

拇指 250 例，食中环指 50 例。闭锁型 100 例，弹响型 200 例。
其中成人 290 例，小儿 10 例。初诊 280 例，复诊 20 例。所收
集病人之症均符合国家规定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2

改良方法
传统小针刀分 I、II、III 型，其中治疗该病大多用 I 型 4

号，现将 I 型 2 号加以改良。I 型 2 号针刀针身长 8cm，现将
针身远端在砂轮机上截去 2cm，留 6cm，然后将其打磨成普外
手术刀中尖刀模型，刀口与针柄方向一致，刀口成 30°角，刀
刃两侧打磨锋利，打包消毒后备用。
3

使用方法
以拇指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弹响型为例。术者先充分触

键膜，此时拇指伸屈自如。若仍有弹响感则掉转针刀方向，同
法沿肌腱纵轴方向自近心端向远心端切割一至二刀即可完全
切开狭窄处键膜，出针创可贴覆之，两天内勿触水，口服消炎
药。
4

疗效评定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

治愈：掌指部无肿痛无压痛屈伸活动自如，无弹响及闭锁现象。
好转：局部肿痛减轻，活动时仍有轻微疼痛或轻微弹响，但无
闭锁现象。未愈：症状无改善。
5

临床体会
狭窄性腱鞘炎多发于手工劳动者，指部的过多运动导致腱

鞘发生创伤性炎症病变，造成鞘管充血、水肿、肥厚、管腔变
窄，从而导致肌腱滑动困难而产生相应的症状。小针刀治疗该
（下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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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三阴交穴治疗痛经的即时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dysmenorrhea in acupuncturing the
point of Sanyinjiao
石 爽 1 梁振新 2
（1.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 南阳，473000；2.南阳医学高等学校针灸骨伤系，河南 南阳，473000）
中图分类号：R271.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46-02

【摘 要】 目的：观察针刺三阴交治疗痛经的即时临床疗效。方法：对 36 例痛经患者应用针刺三阴交穴治疗疗，并与用芬
必得胶囊治疗 36 例进行即时临床疗效对比。结果：自身对照分析治疗前，治疗后 30min，治疗后 12h，VAS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 VAS 评分下降。两组治疗前比较（P＝0.32>0.05）两组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后 30min 比较（P<0.05）治
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治疗后 12h 比较（P<0.05）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针刺三阴交配合艾灸神阙穴治疗痛经有确
切疗效。
【关键词】 痛经；三阴交穴；临床疗效观察；即时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acupuncturing the point of Sanyinjiao. Methods: To apply acupuncture for
36 dysmenorrhea patients,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results with 36 patients treated with fenbid capsules. Results: Self-comparing with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10min and 12h, in the VAS comparing there was difference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VAS score was lowered.
Before the treatment the comparing aws significant (P＝0.32>0.05). After treatment 30min, the difference was clear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much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So did in after treatment 12h. Conclusion: Acupuncturing the point of Sanyinjiao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dysmenorrhea.
【Keywords】 Dysmenorrhea; The point of Sanyinjiao; Clinical effective observation; Immediat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3
痛经是妇科临床的常见病，多见于青年女性，严重者可影

取穴双侧三阴交穴。方法：患者仰卧位，选用直径 0.35mm，

响工作和生活。及时止痛对于治疗本病有重要意义，笔者用针

长度 40mm 毫针，穴位常规消毒后，将毫针快速刺入皮下，

刺三阴交穴方法治疗痛经 36 例，并与用芬必得治疗的 36 例进

“得气”后使针尖沿经向上，让针感沿足太阴经脉上行至少

行临床疗效对比，现报道如下。

腹部，用平补平泻手法。留针 30min，留针期间每隔 10min

1

临床资料

行针 1 次。
2.2 对照组

1.1 一般资料
2009 年 7 月～2010 年 10 月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

芬必得（布洛芬缓释胶囊，0.3g 国药准字 H10900089）
，
0.3g/次，早晚各 1 次，饭后温开水服用。

72 例患者按就诊序号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6 例，
年龄最小 16 岁，最大 37 岁；病程最短 6 个月，最长 8 年；疼
痛持续时间最短 1d，最长 7d；其中未婚 20 例，已婚 16 例。
对照组 36 例，年龄最小 17 岁，最大 38 岁；病程最短 6 个月，

以上两种疗法均在疼痛开始时服用，连续观察 60d。
3

疗效分析

3.1 疗效标准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定[1]。即用一条 10cm 的 VAS

最长 7 年半；疼痛持续时间最短 1d，最长 6d；其中未婚 19 例，
已婚 17 例。两组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标尺，正面有 0～10 之间游动标尺，背面有 0～10 数字。让

（P>0.05）
，具有可比性。

患者在游动标尺之间标出自己疼痛的位置，观察者立即读出

1.2 诊断标准
参照国家医药管理局 1995 年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
标准》中痛经的诊断依据：①经期或经行前后小腹疼痛，痛及
腰骶，甚则昏厥。呈周期性发作。②好发于青年未婚女子。
③排除盆腔器质性疾病所致腹痛。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背面的数字。治疗前，治疗后 30min，治疗后 12h 各标记 1
次。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1.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
3.3 治疗结果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 30min，治疗后 12h，VAS 比较（见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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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 30min，治疗后 12h，VAS 比较
组别

n（人）

治疗前

治疗后 30min

治疗后 12h

治疗组

36

8.89±0.91

1.89±0.85

1.44±0.65

对照组

36

8.92±0.90

4.00±0.79

2.22±1.27

由表 1 可见，自身对照分析治疗前，治疗后 30min，治

明[2]针刺可以调节女性生殖内分泌功能，对妇科疾病有良好的

疗后 12h，VAS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治疗作用。本研究对针刺改善痛经即时效应临床观察做了初步

VAS 评分下降。两组治疗前比较（P＝0.32>0.05），两组具有

总结，认为针刺三阴交穴治疗痛经的即时效应比较好，值得在

可比性。两组治疗后 30min 比较（P<0.05），治疗组明显优于

临床中推广。

对照组。两组治疗后 12h 比较（P<0.05），治疗组明显优于对
照组。
4

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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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病因复杂，多与外邪侵袭、脏腑功能异常及情志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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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手法治疗小儿泄泻
Treating children diarrhea by massage
李学涛 汪 斌 牟慧琴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R25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47-02

【摘 要】 目的：对推拿手法治疗小儿泄泻进行探讨。方法：将小儿泄泻进行分类。用推拿手法对一名患儿进行治疗，推拿
2 次/d。结果：患儿按摩一周痊愈。结论：用中医推拿治疗小儿泄泻，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关键词】 推拿手法；小儿泄泻；分类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massage on treating diarrhea in children. Methods: Classify the diarrhea
in children. One patient was given massage therapy twice a day. Results: The diarrhea cured after three courses. Conclusion: The massage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diarrhea in children,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Massage; Diarrhea in children; Classif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4
在小儿的疾病中最多的是消化系统疾病，其中小儿泄泻是
最常见病也是多发病，在现在社会中各种药物的毒副作用越来
越不容易控制的情况下，推拿这种无创伤疗法越来越受到重

黄，形体消瘦，神疲倦怠，舌淡苔白，脉缓弱，指纹淡。
2

由于小儿的穴位与成人不完全一致，有的穴位是点，有的

视，因其疗效显著，成本低廉，无毒副作用而受到广大家长们
的青睐。
1

分

类

1.1 伤食泻

推拿部位（穴位）

是线，还有的是面，所以不能完全归属于某条经。因而常用的
推拿部位有：板门、大肠、脾土、小肠、天河水、退六腑、中
脘、肚脐、摩腹、运内八卦、按脾俞、胃俞、大肠俞、足三里、
推上七节骨、捏脊等。
一般来说，穴位都有双重作用，以上的部位都有调补的

大便稀溏，夹有乳凝块或食物残渣，气味酸臭，或如败卵，
脘腹胀满，便前腹痛，泻后痛减，腹痛拒按，嗳气酸馊，或有

功效，关键是实施的医生手法。补与泻都在操作中能体现出

呕吐，不思乳食，夜卧不安，舌苔厚腻，或微黄，脉滑实，指

来。

纹滞。
1.2 脾虚泻
大便稀溏，色淡不臭，多于食后作泻，时轻时重，面色萎

3

推拿手法
患者仰卧：揉板门，用大拇指指腹向顺时针推揉大鱼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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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0 次。补脾土，拇指第二关节，由指尖向指跟方向推

精微化生转输等方面的异常。小儿之体处于快速的生长发育

100 次。清大肠，位于十指指尖至虎口桡侧缘，向虎口方向推

阶段，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需为夏尔迅速长养提

100 次。运内八卦，位于手掌面，手法是运土入水 80 次。揉

供物质基础。小儿脾胃的功能状态与小儿快速生长发育的需

中脘，肚脐各 30 次。摩腹，逆时针摩腹 50～80 次。点按揉

求常常不相适应，故而由于乳食失节、食物不洁、脾运失健

脾俞、胃俞、大肠俞、足三里各 30 次。上推七节骨，位于尾

等因素导致的呕吐、泄泻、腹痛、厌食等脾系病证很是常见。

骨至第四腰椎成一条线，用拇指侧缘向上推 100 次。最后是

就如《幼幼集成•泄泻证治》说：“夫泄泻至本，无不由于脾

捏脊，由尾骨至大椎提捏，一般是捏 3 次向上提 1 次，就是

胃。盖胃为水谷之海，而脾主运化，使脾健胃和，则水谷腐

捏 3 提 1。

化而为气血以行荣卫。若饮食失节，寒温不调，以致脾胃受

4

伤，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精华之气不能输化，乃致合污

典型病例

下降，而泄泻作矣。”同时在《症因脉治•内伤泄泻》也有：
“饮

患者甲，男，2 岁。患儿反复泄泻一月余，时轻时重，7～

食自倍，膏梁纵口，损伤脾胃，不能消化，则成食积泄泻之

8 次/d，大便稀溏夹有不消化食物，色淡不臭，面色不华，精

证”的论述。可见泄泻的产生与脾的关系至关重要，因而在

神不振，舌淡苔薄白，脉细，指纹浅淡。大便检查常规无异常。

治疗中健脾是主要的方法。按摩部位的选择与方剂一样需要

诊断为脾虚泄泻。治宜健脾益气，助运止泻。推拿处方：揉板

配伍，一个按摩的取穴是需要在辨证基础上确定的，视情况

门，补脾经，运土入水，摩腹，揉中脘，脾俞，胃俞，大肠俞，

而加减才能取得好的疗效。

足三里，上推七节骨，捏脊，2 次/d。按摩后第 2d 大便次数减
少，第 3d 精神好转，大便见成形，按摩 1 周痊愈。
5

结

重也不能过轻，要做到轻而不浮，重而不滞。二是把握好方向，
如运土入水是止泻，方向一改就是通便了，推七节骨也一样，
向下推就是通便。
讨

语

用中医推拿治疗小儿泄泻，以其操作简便易行，疗效显著，

注意事项
在按摩需要注意的一是按摩的手法力度必须适中，不能太

6

7

一般一两次就能见到好的效果。还有无毒副作用，也免去了打
针吃药的痛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作者简介：
李学涛（1984-），男，汉族，宁夏银川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更年期综合症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理论与临床研究。

论

小儿脏器发育不完整饮食不知自调，如《素问•痹论》所
说：“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同时明代儿科世医万全在总结
朱丹溪提倡养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小儿“肝常有余，脾常

牟慧琴（1958-），女，通讯作者，汉族，甘肃兰州人，教授，硕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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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其小儿脾胃之体成而未全、脾胃之气全而未壮，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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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自调，家长喂养不当、小儿饮食失节，出现受纳、腐熟、
（上接 45 页）
病主要是切割患指掌指关节处增厚的环状韧带（腱鞘滑车），

每一刀都是在上一刀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这样会使每刀之间留

使狭窄的骨纤维管道变得宽敞而使屈肌腱能伸屈自如，在以往

有小的间隙而使松解不完全，故而有两次或多次治疗者，而且

的文献中报道甚多[2]。针对指部的解剖特点和本病的发病机理，

切割刀数一般在 7～8 刀，增加局部创伤。而本法是将平口改

我们将原有的汉章牌小针刀加以改良后效果更佳。

良为尖刀口，操作时为一刀纵行切割，保证切割的连续性，自

6

讨

然也就切割充分，达到完全松解的目的，从而降低了肌腱和鞘

论

管之间的摩擦，消除了炎症和由此造成的卡压症状。在收集的

小针刀医学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科学，借鉴外科

300 例病人中均为一次性治愈，随访一年以上均未见复发者。

手术原理并加以创新，形成了闭合性手术的理论、慢性软组织

通过对比观察，疗效明显优于原针刀，值得临床上大力推广运

损伤病因病理学的新理论、骨质增生新的病因学理论等，对临

用。

床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提高了疗效，由于小针刀医学在病因
学基础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所以在内、妇、儿、皮等科也得到

参考文献：

广泛应用[1]。小针刀治疗狭窄性腱鞘炎主要是切割患指掌指关

[1]朱汉章.小针刀疗法[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9

节处增厚的环状韧带（腱鞘滑车），使狭窄的骨纤维管道变得

[2]任月林.实用针刀医学治疗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0

宽敞而使屈肌腱能伸屈自如，在以往的文献中以小针刀治疗该

[3]杨强,陈晓英,付高勇,等.针刀治疗屈指肌腱腱鞘炎 82 例疗效观察[J].长春

[2]

病的报道甚多 。该疗法具有“简、便、廉、验”四大优势，

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4)

本法与传统方法相比，传统方法针刀口为平口，入针后为沿肌
腱纵轴方向疏通剥离。但笔者认为其切割方法不甚全面，因其

编辑：李妍 编号：ER-13010801（修回：2013-04-19）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8 期

-49-

温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临床研究
A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vertebral artery cervical spondylosis by acupuncture
张小雄
（岳阳县 9634 医院，湖南 岳阳，414100）
中图分类号：R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49-02
证型：ADI
【摘 要】 目的：探讨温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86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将其
随机分为温针灸治疗组和普通针刺对照组各 43 例，两组同取百会、夹脊穴 C3-C5、风池、天柱、足三里、内关，普通针刺对
照组不加温针灸。比较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02%，对照组为 76.74%，两组比较差
异明显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温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温针灸；椎动脉型颈椎病；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warm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86 cases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warm acupuncture treatment group and acupuncture control group, 43 cases in each group, two groups were the same taken with take
Baihui Jiaji C3-C5, the Fengshi, Zusanli, Neiguan, ordinary acupuncture control group were without heating acupunctu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6.4%, the control group was
76.3%,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Warm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ervical vertebral artery disease is safe and reliable,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Warm acupuncture; Vertebral artery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5
椎动脉型颈椎病属中老年人常见病，主要临床表现有头
晕、头痛，颈部后伸和旋转时出现恶心、眩晕、呕吐甚至猝倒，

寸毫针直刺，行温针灸并留针 20min。1 次/d，10 次为 1 个疗
程，2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系由颈部肌肉紧张、颈椎失稳、椎间盘侧方突出、骨质增生等
[1]

对照组：取穴同治疗组，操作时直刺进针，得气后，留针

原因致使椎动脉反射性痉挛造成椎-基底动脉供血不全引起 。

20min，不加温针灸，其余同治疗组。

本研究采用温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

1.3 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定

果，现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1 年 12 月～2012 年 8 月收治的 86 例椎动脉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并作临床统计。疗效判定：
治愈：眩晕、头痛及伴随症状消失，能正常工作和生活；好转：
眩晕、头痛及相应症状明显减轻，对工作和生活不影响；无效：
临床症状无缓解。总有效为治愈、好转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型颈椎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1994 年 6
月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并经 CT、X 线摄片或造
影确诊为椎动脉型颈椎病。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3 例，
男 20 例，女 23 例，年龄 22～72 岁，平均年龄（44.3±1.2）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数和计量
资料分别采用 x2 检验和 t 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
2

年龄 24～72 岁，平均年龄（44.6±1.1）岁，病程 26d～10 年，
其中双侧椎动脉供血不足者 20 例，单侧椎动脉供血不足者 23

果

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02%，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岁，病程 25d～10 年，其中双侧椎动脉供血不足者 21 例，单
侧椎动脉供血不足者 22 例；对照组 43 例，男 19 例，女 24 例，

结

76.74%，两组比较差异明显 P<0.05，具体数据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具有临床可比性。

治疗组

43

30

10

3

93.02

1.2 方法

对照组

43

21

12

10

76.74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及病程等方面无明显差异 P>0.05，

2

治疗组：患者取俯伏位，取 C3-C5 颈夹脊穴，常规消毒，
采用 28 号 1.5 寸毫针，针刺，得气后，留针，在各针柄未端套
上 1.5cm 长的灸用艾条，并在近穴位端将其点燃，待艾条燃尽
后，将灰烬去除，针柄冷却后出针。风池穴采用 1.5 寸毫针，

3

x

4.440

P

P<0.05

讨

论

向鼻尖方向斜刺 1 寸，患者有针感后采用平补平泻法，运针

颈椎是活动量最大的脊柱节段，因而易产生劳损，并随着

1min，并留针 20min。百会穴采用一穴两针，针尖与表皮之间

年龄的增长及损伤的积累而发生颈椎退行性变。椎动脉型颈椎

角度为 15°，天柱穴针刺 0.8 寸，得气后，留针 20min。若气

病的临床特征，最常见的是头痛、眩晕和视觉障碍等[2]。头痛

虚症状较明显，可再取仰卧位，取双侧内关、足三里，采用 1.5

（下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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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失眠从痰论治”
Treating insomnia in TCM
李鸿娜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300193）
中图分类号：R25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50-02

证型：GDA

【摘 要】 本文从历史沿革、病因病机、临床治疗、病案举例四方面探讨失眠从痰论治。
“百病皆由痰作祟”
，痰热导致脏腑
功能失调而致失眠。临证实证采用宁心安神，疏肝清热化痰之法。虚证拟安神定志，兼益气，补养心脾，滋阴降火之法，均可取
得一定的疗效。
【关键词】 失眠；痰热；痰湿；神失所养
【Abstract】 In this paper, fro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athogenesis, clinical treatment, medical records for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from sputum. “All diseases are caused by phlegm”. Phlegm heat causes organs dysfunction due to insomnia. Clinical
empirical use tranquilize the mind, soothing liver and clearing heat and resolving phlegm method. Deficiency of Anshen Dingzhi and Qi,
nourishing heart and spleen, nourishing yin method, can obtain certain curative effect.
【Keywords】 Insomnia; Phlegm heat; Phlegmatic hygrosis; Mind dystroph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6
失眠[1]是指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种病证。

2

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以及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
力与精力，证情有轻有重，轻者入睡困难，睡而易醒，醒后不
能再睡，也有时寐时醒的；重者可彻夜不能入寐。多见于现代
医学的更年期综合征、情感障碍（抑郁、焦虑等）及其他精神
神经系统疾病中。中医从整体观念出发，辨证论治，调整人体
脏腑气血的功能，能明显改善睡眠状况。临床论治失眠多为阳
盛阴衰，阴阳失交所致。中医认为“痰为百病之母”
、
“人之诸

病因病机
失眠的病因繁多，多由情志所伤、饮食不节、病后体弱、

心虚胆怯等所致。病性有虚有实，虚多实少。
2.1 实证
情志抑郁，肝气不疏，水运受障，痰浊随生，扰动心神；
或郁火灼津，炼津成痰，上扰心神，致卧不得安（肝郁痰生）。
饮食不节，脾胃受伤，宿食停滞，酿为痰火；情志怫逆，肝胆

疾悉出于痰”，痰热也是导致失眠的重要病机之一。笔者在此

气机郁而化火，继则横逆犯胃克脾，饮滞痰凝，胃气不和，痰

不揣浅陋，浅析失眠从痰论治。

热上扰，以致卧不得安（痰热上扰）
。

1

历史沿革

2.2 虚证
思虑劳倦，伤及心脾，心伤则阴血暗耗，不能藏神；脾伤

早在《素问•逆调论篇》中就有“胃不和则卧不安”的记

则精微不化，停湿成痰，营血亏虚，无以养心，痰湿扰神，神

载，认为“胃不和”是失眠的病因之一。
《灵枢•邪客篇》
：
“夫

不守舍致失眠（心脾两虚，痰湿停滞）。体弱，心胆亏虚，遇

邪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皇帝

事胆怯易惊，气虚则气化无力，导致水湿停滞，聚而生痰，扰

曰：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者也。”这里所言

乱神明，神不守舍致失眠（心胆气虚，痰湿停滞）
。素体虚弱，

的“决渎”
，就是清化热痰的治法。
《景岳全书•不寐•引徐东皋

或久病之人，阴液耗伤，水不济火，或邪凝炼津液，而成痰邪，

曰》
：
“痰火扰乱，心神不宁，思虑过伤，火炽痰郁而致不眠者

一则火扰神明，一则痰扰心神，随成失眠多梦等证（阴虚火旺，

多矣。……有体气素盛，偶为痰火所致，不得眠者，宜先用滚

凝炼成痰）
。

痰丸，次用安神丸清心凉膈之类”。明代医家李中梓在《医宗
必读》中，选用温胆汤加胆南星、六君子汤加菖蒲、远志、苍

3

临床治疗

术及控涎丹治疗失眠，均是从“痰”入手，同时针对“胃不和

由上可知，无论虚证、实证均可导致脏腑的阴阳失调，痰

则卧不安”者，选用橘红、甘草、茯苓、半夏等化痰和中之品

浊内生，或与气相合，或与火相合，或与食相合，扰乱心神，

治疗失眠，从病之根本出发，审因论治，行之有效。《证治要

神不守舍，形成失眠。实证治宜宁心安神，疏肝清热化痰之法。

诀•不寐》：“不寐有两种：有病后虚弱及年高阳衰不寐，有痰

方药以柴胡疏肝散、温胆汤、半夏秫米汤加减。虚证治宜化痰

在胆经，神不归舍，亦令不寐。虚者，六君子汤加酸枣仁、炙

安神定志，兼益气，补养心脾，滋阴降火之法。方药以二陈汤

黄芪各半钱。痰者，宜温胆汤减竹茹一半，加南星、炒酸枣仁

和归脾汤或安神定志丸、黄连阿胶汤和贝母瓜蒌散加减。前人

各半钱，下青灵丹”。可见，从痰论治失眠证，自古有之，这

从痰治失眠早有论述。
《古今医统大全•不寐候》
：
“痰火扰心，

也为后世辨证用药启迪了思路。

心神不宁，思虑过伤，火炽痰郁，而致不寐者多矣。有因肾水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8 期

-51-

不足，真阴不升而心阳独亢，亦不得眠。有脾倦火郁，夜卧遂

致。治以清热化痰，宁心安神。方药以温胆汤加减：半夏 10g，

不疏散，每至五更随气上升而发躁，便不成寐，此宜快脾发郁，

茯苓 10g，橘皮 10g，竹茹 6g，枳实 10g，柴胡 10g，山栀 10g，

清痰抑火之法也”。《医学心悟•不得卧》：“有痰湿壅遏神不安

菖蒲 10g，焦三仙 30g，黄连 6g，夜交藤 30g，生龙牡各 30g，

者，其症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安”，

大枣 3 枚，炙甘草 6g，水煎服 200ml/次，1 次/d。并嘱每晚加

现代医家亦有从痰论治失眠。赵妍[2]认为痰热内扰、心神不安

服舒乐安定，睡前 1 片。1 周后患者诉每晚服舒乐安定，睡前

可致失眠，痰热致阳不入阴而失眠，痰热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而

半片，可以入睡 3～4h，且梦减少，心情较前舒畅；两周后患

[3]

致失眠，应用温胆汤治疗失眠效果良好。张伟霞 应用涤痰汤

者服舒乐安定，每晚睡前半片，可以入睡达 5h；1 个月后不服

加减治疗老年顽固性失眠。采用匹慈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

用舒乐安定，仍可以入睡 5～6h，睡眠质量较好，且正常工作。

于治疗前后对睡眠质量进行评定，同时对药物不良反应进行评
定。4 周后总有效率为 80%，且不良反应小。朱咏絮[4]用十味

5

小

结

温胆汤治疗心胆气虚痰扰型失眠 30 例，并与西药舒乐安定片

失眠中医称为“不寐”、“不得卧”、“目不瞑”。多由心、

进行对照观察，疗程 60d 后，治疗组有效率达 90%，且无副作

肝、胆、脾、胃、肾的阴阳失调，气血失和，以致心神失养或

用。

心神不安，神不守舍而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痰作祟”。而

4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45 岁，乡镇干部，半年前因与同事发生争吵，

出现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每晚仅可入睡 2～3h，白日头晕

心为生痰之根，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本，肝为生痰之枢
纽。故失眠与“痰”密切相关，从痰论治，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疲乏，唉声叹气，甚至不能胜任日常工作。因怕产生药物依赖，

[1]周仲瑛.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46

间断服用舒乐安定，每晚 1 片，睡眠时好时坏。主症：失眠，

[2]赵妍.从痰热论治失眠[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2,26(2):75-76

情绪抑郁，心烦，头晕，周身乏力，两胁肋胀满，如有气窜行，

[3]张伟霞.从痰论治老年顽固性失眠临床观察[J].中国社区医师,2011,36:191

口苦，纳呆，舌红苔白腻脉弦滑。诊断：中医：不寐（痰热内

[4]朱咏絮,冯方俊.十味温胆汤治疗心胆气虚痰扰型失眠 30 例[J].湖北中医

扰）
，西医：失眠方。患者因情志不畅，肝气郁结，失于疏泄，

杂志,2011,33(9):48

日久化火，横逆克脾，脾失健运，痰浊内生，痰热上扰心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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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枕大神经病变，常呈发作性疼痛，持续数分钟，数小时乃

的改善也有较好作用，可有效改善颈部软组织的粘连及损伤，

至更长，偶尔也可为持续性疼痛，阵发性加剧。疼痛的性质因

疏通椎动脉血流。百会穴属督脉，位于头顶正中，《甲乙经》

人而异。一般称跳痛（搏动性痛）或灼热痛，而且局限于一侧

有云：
“顶上痛，风头重，目如脱，不可左右顾，百会主之，
”

颈枕部或枕顶部，同时伴有酸、胀等异常感觉[3]。疼痛多于早

针之可醒脑易髓，升阳开窍，是治疗眩晕的重要穴位。天柱有

晨起床后，转动头颈部或乘车颠簸时发生或加剧。疼痛发作时，

疏风通络熄风宁神之功，为治头痛、项强、眩晕之要穴。而足

常起自颈部，迅速扩展至耳后及枕顶部，或向眼眶区和鼻根部

三里和内关可健脾养心和胃，为呕吐、恶心常用穴。温针灸具

放射。有的患者在发作前有先兆，如出现“眼前发黑”
，
“闪光”

有艾灸和针刺的双重作用，使血管痉挛得以缓解，椎动脉血流

等视觉症状。疼痛剧烈时常合并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

增加，有效改善局部及脑部血液循环，且可将艾灸的温热效应

如恶心、呕吐、出汗等。

通过针的传导作用直达穴位内部，起到温通经络的作用。

椎动脉型颈椎病在中医中属“眩晕”范围，由于人体经气

本研究治疗组患者采用温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临床

不足，气血无法上荣，致使脑部缺血。《灵枢•口问》篇指出：

疗效显著，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采用普通针刺治疗的对照组

“上气不足，脑为之不足，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

患者，两组比较差异显著 P<0.05。由此可见，温针灸治疗椎动

眩晕”，说明上部经气不足，气血无法上注于清阳之府导致缺

脉型颈椎病近期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血眩晕[4]。
从经络理论看，“督脉之别，名曰长强，挟膂之上顶，散

参考文献：

头上，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入贯膂”、“膀胱是太阳之

[1]路振华.温针灸加穴位注射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120 例[J].中国中医药现

脉……挟脊折腰中”，说明膀胱经和督脉之别均挟脊而行，颈

代远程教育,2011,9(15):39-40

夹脊穴又为经外奇穴，从经络的分布角度看，颈夹脊穴位于足

[2]曾睿,洪文.温针灸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 40 例[J].中医学报,2010,25(2):

太阳膀胱经与督脉之间，是足太阳经和督脉经气重叠覆盖处，

342-343

取颈夹脊穴可沟通足太阳经和督脉，有效调控太阳经和督脉之

[3]董有康,郭村晓.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概况[J].云南中医中

经气运行，针和灸共同作用于颈夹脊穴可疏通经络、通达二经

药杂志,2006,27(6):46

经气、活血化瘀；颈夹脊穴与脑部靠的较近，对其施针可有效

[4]胡荣生,许华宁.中医综合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疗效分析[J].中医中药,

疏导脑部经气。颈夹脊穴在动脉循行处，针刺加灸可使因颈椎

2011,9(32):170

病所致的椎动脉血流动力学紊乱得到纠正，提高脑血流量，改
善血流速度。且针灸颈夹脊穴对于局部组织的缺血和缺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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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分型治疗真心痛
Treating angina pectoris in TCM differentiation
李 华
（沈阳市中环中医院，辽宁 沈阳，110000）
中图分类号：R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52-02

【摘 要】 根据真心痛（心肌梗塞）本虚标实的病因病机，分气虚血瘀，寒凝心脉，正虚阳脱三个证型进行辨证施治。气虚
血瘀：治以益气活血、通脉止痛。寒凝心脉：治以温补心阳，散寒通脉。正虚阳脱：治以回阳救逆、益气固脱。治疗中辨证辨病
相结合，即能对病因病理有深入的认识，又能准确的辨病，提高疗效。
【关键词】 真心痛；辨证分型；中医药治疗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al heartach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his empty signpathogenesis is divided,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Hanning heart, and the deficiency of Yang and the three syndrome type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reated by supplement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ngmai pain. Hanningheart pulse: treated by warming Bu Xin Yang, cold-dispelling
tongmai. Is the deficiency of Yang off: treated with Yang deficiency, Qi desertion. Treatment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combined with disease,
which can hav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etiology and pathology, differentiation and disease accurately,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Keywords】 Angina pectori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of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7
真心痛是胸痹发展的严重病症，其特点是剧烈持久的胸骨
后疼痛，伴心悸、水肿、肢冷、喘促、汗出、面色苍白等症状，

三七粉 5g，元胡粉 5g，苏合香丸 3g。
2.3 正虚阳脱

甚至危及生命。我们使用辨证分型治疗此病，取得满意疗效。
1

病因病机

症见心胸绞痛，胸中憋闷或有窒息感，喘促不宁，心慌，
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烦躁不安或表情淡漠，重则神识昏迷，
四肢厥冷，口开目合，手撒尿遗，脉疾数无力或脉微欲绝。治

病因与年老体弱，阳气不足，七情内伤，气滞血瘀，过食
肥甘或劳倦伤脾，痰浊化生、寒邪侵袭，血脉凝滞等因素有关，
本虚是发病基础，标实是发病条件。如寒凝气滞、血瘀痰浊，
闭阻心脉、心脉不通，则出现心胸疼痛，严重者部分心脉突然
闭塞，气血运行中断，可见心胸卒然大痛，而发为真心痛（心

法：回阳救逆、益气固脱。药用红参 30g，附子 15g，肉桂 10g，
山萸肉 15g，龙骨 30g，牡蛎 30g，炙甘草 15g，玉竹 15g。用
法：加水 1000ml/剂，煎至 200ml；分 2 次口服。
3

病例介绍

肌梗死）。若心气不足、运血无力、心脉瘀阻，心血亏虚、气

患者甲，男，48 岁，住院号 3050。因胸部疼痛，放射至

血运行不利，可见心动悸，脉结代（心律失常）；若肾阳虚，

右上臂 5d，伴呕吐、为胃内容物，量少约 5 次，并有汗出、眠

水邪泛滥，水饮凌心射肺，可出现心悸水肿，喘促（心力衰竭），
或亡阳厥脱，亡阴厥脱（心源性休克）
。总之，本病其位在心，
其本在肾，总的病机为本虚标实，而在急性期则以标实为主。
2

辨证分型治疗

2.1 气虚血瘀

差、纳差。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来院，测血压 15.5/13.5kPa，
舌质淡，舌边有齿印，苔白中间厚略黄，脉结细弱弦。心率 68
次/min，律不整，以音强弱不等，快慢不一，心率与脉搏不一
致。心电图诊断：心房纤颤；急性下壁心肌梗塞演变期；左心
室肥厚兼劳损。中医诊断：真心痛（心气虚、痰瘀闭阻）。西

症见心胸刺痛、胸部闷窒、动则加重、伴短气乏力、汗出

医诊断：急性下壁心肌梗塞，心律失常，房颤、高血压病 III

心悸，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舌质黯淡或有瘀斑，舌苔薄白，

期。证属气虚血瘀、寒痰闭阻。治以温阳通痹，理气豁痰，兼

脉弦细无力。治法：益气活血、通脉止痛。药用人参 15g，黄

益气活血。药用红参 25g，黄芪 30g，桂枝 10g，炙甘草 10g，

芪 30g，蒲黄 15g，五灵脂 15g，桃仁 15g，川芎 15g，赤芍 15g，

当归 15g，白芍 20g，枳实 15g，厚朴 15g，瓜蒌 15g，薤白 15g，

当归 10g，炙甘草 10g，元胡粉 5g，三七粉 5g 吞服。

丹参 15g，川芎 15g，红花 15g，赤芍 15g，降香 10g，牛膝 15g，

2.2 寒凝心脉

水煎服。另用三七元胡粉 5g 吞服，胸痛较重时加用速效救心

症见胸痛彻背，胸闷气短，心悸不宁，神疲乏力，形寒肢

丸 15 粒舌下含服，上方服用 7 剂后，自觉精神转佳，继以本

冷，舌质淡黯，舌苔白腻，脉沉无力，迟缓或结代。治法：温

方为主调治，心绞痛基本没发作，血压稳定，舌质淡红，舌苔

补心阳，散寒通脉。药用当归 15g，白芍 20g，桂枝 15g，附子

薄白，脉虚缓。心电图下壁病理性 q 波，T 波好转。住院 50d

10g，细辛 5g，人参 15g，炙甘草 10g，通草 15g，丹参 20g，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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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534.2 正虚为主

会

辨证分型治疗真心痛强调局部与整体相结合、辨证辨病相
结合的原则，即能对疾病病因和特异病理有深入的认识，又能
不失时机的看到机体抗病过程中种种变化着的机能和代谢状
态，准确的辨病反过来可提高辨证的预见性。因此辨证施治
又能丰富现代医学稳态调控治疗之不足，拓宽对疾病的纵横
剖视[1]，弄清虚实挟杂主次。

主要以扶正为主，补气血阴阳，补心肝肾。血液运行靠气
的推动，心脉血运靠心气，心气盛衰与本病关系密切，气滞、
血瘀，痰浊中阻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在治疗时我们注意
补益心气元气，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减少了死亡率。
4.3 虚实并见
常见气虚为本，血瘀为标，治以益气活血，化瘀通脉法，
在辨证组方中要加重人参、附子、葶苈子等药的用量。

4.1 邪实为主
主要是气滞血瘀和痰浊闭胸，治以祛邪为主。注意去除诱
因，消除对疾病的忧虑，活血用三七、元胡粉冲服，具有止痛
作用，改变了西医传统用杜冷丁，吗啡治疗，免去了用杜冷丁、
吗啡等引起呕吐和重复使用成瘾的副作用。减轻了疼痛的发
作，减少了痛性休克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李华.从中西医学特点探讨中西医结合途径[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4,
14(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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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三本与丹田
Dantian and three roots of human
田合禄
（世界中医五运六气学会，山西 太原，030002）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53-02

【摘 要】 本文论述了人之三本心、肺、脾与膻中丹田和神阙丹田的关系，作者认为，先天之本心和后天之本肺结合为膻中
丹田，而后天之本肺脾则结合为神阙丹田。
【关键词】 丹田；三本；心；肺；脾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ree roots (heart, lung and spleen) and Tanzhong Dantian and
Shenque Dantian.
【Keywords】 Dantian; Three roots; Heart; Lung; Splee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8
我们提出人之三本：心为先天之本，肺脾为后天之本。

位）
，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手）
，脉宗气也。……

而心、肺、脾这三本与丹田有直接关系，是健身及发病的关

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
。
《灵枢•刺节真邪》说：
“宗气

键。

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上者，走于息道。”《灵枢•五

1

膻中丹田
先天心和后天肺合为胸中丹田，道家称作中丹田，《抱朴

味》说：“其大气之抟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灵
枢•邪客》说：
“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
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

子内篇•地真》
：
“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
。
《东医宝鉴》引：

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就是说，膻中丹田的主要功能

“中丹田为膻中，在两乳头连线中间”。《素问•灵兰秘典论》

是走息道而司呼吸、贯心脉而行气血。而“营气者，泌其津液，

说：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即指心包络代心君行事，

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

膻中是心包络的募穴。李东垣称作包络命门，位在膻中。因此

“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
即《灵枢•营气论》所说：

可知，膻中丹田、包络命门，实际就是先天心命门、心丹田。

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

而心的募穴巨阙在剑突下，所以有人称心丹田在巨阙。巨阙穴

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

处正是《灵枢•九针十二原》四关膏之原关所在处。

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髀，从

心主血，肺主气，所以先天心命门、心丹田主气血的运行

脾注心中；循手少阴，出腋中臂，注小指，合手太阳；上行乘

及输布。先天心命门、心丹田中的气，又称宗气、大气。《说

腋，出内，注目内眦，上巅，下项，合足太阳；循脊，下尻，

医》说：
“膻中者，大气之所在也。大气亦谓之宗气”
。
《素问•

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阴；上行注肾，从肾注心外，

平人气象论》说：“胃之大络，名曰虚里（相当于心尖搏动部

散于胸中；循心主脉，出腋，下臂，出两筋之间，入掌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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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之端，还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阳；上行注膻中，散于

称包络命门相火病。

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注足少阳；下行至跗上，复从跗注

膻中丹田的子午流注和黄庭丹田四关都用五腧穴针法。

大指间，合足厥阴，上行至肝，从肝上注肺，上循喉咙，入颃
颡之窍，究于畜门。其支别者，上额，循巅，下项中，循脊，

无论是膻中丹田，还是神阙丹田，都与肺有密切关系，可
以用式表示。

入骶，是督脉也；络阴器，上过毛中，入脐中，上循腹里，入

先天心和后天肺合——心血——肺

缺盆，下注肺中，复出太阴。此营气之所行也，逆顺之常也。”
此即后世说的子午流注法。
2

肺

中丹田——胸式呼吸——子午流注（气海）
命门

神阙丹田
肺和脾

神阙丹田，即黄庭丹田，是后天之本天气肺和地气脾合成，
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不再赘述。
黄庭丹田与《灵枢•九针十二原》说的四关—膏之原、肓
之原、腕、踝有关。
李东垣《脾胃论》论述内伤病直接与二丹田有关系。首先
是脾胃虚衰病在黄庭丹田，直接诊断是脐部有压痛，而后继发

下丹田——腹式呼吸——十二经络（血海）

证一：黄庭。证二：甲己化土。
证三：乾坤合太极
天肺地脾合气曰人——五气——五

膻中丹田属于《伤寒论》中“病发于阳”部分，黄庭丹田
属于《伤寒论》中“病发于阴”部分。
附图：

心火—阴火病，阴火病就是心丹田、心命门之病，心包络代之

编辑：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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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科中毒性痢疾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dysentery pediatric poisoning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王艳喜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医院，河南 扶沟，4613000）
中图分类号：R2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55-02
【摘 要】 目的：临床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儿科中毒型痢疾的临床效果。方法：整理我院 120 例中毒型痢疾患者
的临床资料，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西药药物治疗，对比分
析两组患者的治疗疗效差异及并发症等情况。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时间相同、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但患者
的治疗效果差异较大，P<0.05，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儿科中毒型痢疾患者的临
床治疗上，可以推广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提高患者的临床有效率，增加患者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儿科；中毒型痢疾；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pediatric toxic dysentery. Methods:
120 toxic dysenter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ok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only give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the same duration, patients aregenerally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ut the observation with difference larger,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efficiency,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toxic
dysentery, could promote the use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mprove the patients’ clinical efficiency, and increase patients’ outcomes.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Pediatrics; Toxic dysentery;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29
儿科中毒型痢疾是临床多发病症，主要为患者全身严重毒

克治疗，山莨菪碱 1～2mg/kg，10～15min 静脉注射 1 次或使

血症症状，病症的发作较为突然，临床症状较多，病情多较为

用多巴胺 2～15ug• kg-1• min-1，按照从小到大剂量使用，弱效

严重，且临床发展速度较快，死亡率较高，属于儿科危险病症

果不明显，增加地塞米松 0.2～0.5mg• kg-1•次-1，对于脑水肿患

的一种。常规治疗患者的治疗效果不是非常理想，仍然具有较

者采用 20%甘露醇，1～2g• kg-1•次-1 快速静脉推注，每 4～6h

高的死亡率，本次研究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同步采用中医辨证

用药 1 次，同步给予患者呼吸机辅助呼吸治疗，最后采用抗菌

治疗，观察患者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提供一定的治疗参考，详

药物丁胺卡那霉素 4～5mg·kg-1·d-1，分 2～3 次静脉滴注进

细报道内容如下。

行抗感染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患者治疗基础上，同时采用中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选取我院 120 例小儿中毒型痢疾患者的临床资料，其

医方剂治疗，方剂组成为：白芍 5g，槟榔 3g，生大黄 3g，黄
芩 3g，黄连 3g，法半夏 3g，当归 3g，肉桂 3g，炙甘草 3g，
木香 5g，滑石 5g，山药 5g，白头翁 10g，秦皮 5g，水煎服，2
次/d[1]。同时在治疗期间观察患者的体温、血压、脉压差、呼

中男性患者 68 例，女性患者 52 例，患者的年龄在 2～7 岁，

吸、心率等状况，出现异常及时进行抢救治疗。

入院时患者普遍具有不同程度的腹痛、发热、大便增多、反复

1.3 疗效标准

惊厥症状，部分患者出现呼吸衰竭、休克症状，通过临床检测，
患者的生化检测结果显示大便具有粘液，脓血，含有大量的脓

本次研究按照临床治疗标准，分为治愈、有效和无效，患
者在 24h 症状基本消失，大便次数减少且无脓血，生命体征正

细胞和红细胞，超出正常指标。经过临床检查，患者的血压升

常为治愈，3d 内症状消失，恢复正常为有效；1 周内无明显变

高、心率减慢，部分患者瞳孔大小不等，对光反射消失，呼吸

化或加重为无效。

频率不匀或停止。通过临床诊断，120 例患者均符合临床儿科

1.4 统计学方法

中毒型痢疾的诊断标准。研究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 60 例。其中观察组男性 34 例，女性 26 例，平
均年龄 4 岁；对照组男性 34 例，女性 26 例，平均年龄 4 岁。
两组患者之间的年龄、性别、临床病史等情况没有统计学意义。
1.2 治疗方法
临床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进行治疗，给予患者物理、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数据采用 SPSS17.00 统计学软件进行
处理，采用方差检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两组患者的治疗较为顺利，但对照组患者的治愈、有效比
例明显少于观察组，P<0.05，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较低，P<0.05，

药物（赖氨匹林 10～25mg•kg-1•d-1 或氯丙嗪和异丙嗪各 1～

与观察组的治疗效果相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详细的比较

2mg/kg，肌肉注射，一般 2～4h/次，共 3～4 次）降温，抗休

情况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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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源上调节患者的机体组织，达到短时间内彻底治愈患者病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症的目的。中医临床辨证治疗中，该病症属于阳旺体质而化热，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0

34

24

2

96.67

灼伤血络，寒火湿毒凝滞于下焦肠道，出现便血。治疗不但要

对照组

60

18

32

10

83.33

清热祛湿，也要用温法祛寒，使用肉桂配合黄连、白芍等凉药

<0.05

清胃肠热、肝热，调理寒火、清热解毒、安神定惊，而药物使

P值

<0.05

对照组 2 例患者治疗期间出现严重并发症，患者多器官衰
竭，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观察组患者无死亡病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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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用后可达到治愈腹痛、便血、里急后重、粘滞大便等病症[2]。
从研究结果可以得知，观察组中西医结合治疗之后，患者
的临床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患者的治疗有效率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治疗，增加了患者的治

论

小儿中毒型痢疾主要为肠杆菌的志贺菌属，在临床上具有
发作突然、体征变化较大，患者病情进展较快等特点，在治疗
期间需要及时对患者的症状进行针对性的处理治疗，在最短的
时间内调节患者自身组织系统，缓解或治愈患者的病症。临床
西医治疗多以抗菌药物使用，针对患者致病原可特异性的选择
抗菌药物，如庆大霉素等进行治疗，但中毒型痢疾属于毒血症，
可以侵入患者的血液当中造成严重的影响，并可能会刺激患者

疗有效性，且观察组无死亡病例，患者的恢复时间较短，效果
显著，因此，临床上可以进行推广使用，提高患者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易著文主编.小儿内科[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社,2008.5:469-470
[2]马沛然主编.儿科诊疗思路点拨[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4:117-123

的脑部，造成惊厥、持续高热及脑部病变，而导致患者死亡。
编辑：赵玉娟

单一西医治疗可以在短时间内对患者的体征进行改善，但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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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探讨
A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63 case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倪美华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人民医院，湖南 新宁，4227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56-02

【摘 要】 目的：探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予以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随机分 124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病患为两组，
A 组（61 例）采用西药泼尼松、双氯芬酸和甲氨蝶呤联合治疗，B 组（63 例）在西药联合的基础上加服益气活血通痹汤治疗。结
果：B 组总有效率（95.24%）高于 A 组总有效率（80.33%）
。结论：中西医结合对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具有显著疗效，为类风湿
性关节炎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关键词】 类风湿；中西医结合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rheumatoid arthritis. Methods: 124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n＝61) using modern medicine prednisone, diclofenac and
methotrexat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B (n＝63) on the basis of modern medicine plus the Yiqi Huoxue Tongbi decoction. Results: B
total efficiency was (95.24%)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80.33%).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has opened up a new avenue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Keywords】 Rheumatoid;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0
类风湿性关节炎即类风湿，是由细菌、病毒、激素、遗传
[1]

等多种因素引发的以滑膜炎为主要病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以皮下结节形成、对称性关节炎及游走性关节肿痛、晨僵为主

将 2009 年 1 月～2012 年 2 月在我院诊治的类风湿性关节

要临床表现。病变反复发作或持久存在易致关节功能障碍及畸

炎病患作为探讨病例，两组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制定的诊断

形，可降低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影响其生活质量。对该治疗

标准[2]。A 组（61 例）男（15 例）女（46 例）之比为 1∶3.07，

的研究也备受关注，本文通过探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予以中西

年龄平均（46.2±5.3）岁，病程 1 年以下者 28 例，1～5 年者

医结合治疗的临床效果，效果满意，具体如下。

33 例。B 组（63 例）男（16 例）女（47 例）之比为 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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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平均（45.8±6.9）岁，病程 1 年以下者 29 例，1～5 年者

蝎。水煎温服，1 剂分 2 次服，1 剂/d。

34 例。A、B 两组一般资料经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

1.3 疗效标准
根据《中医常见病证诊疗常规》中的标准[4]。治愈：关节

1.2 方法
①A 组采用西药联合治疗，运用糖皮质激素泼尼松、非甾
[3]

肿痛等症状消退，关节可正常活动，辅助检查（CRP、ESR）

体抗炎药双氯芬酸和抗风湿药甲氨蝶呤（MTX）联合治疗 。

正常；有效：关节肿痛等症状好转，关节基本可正常活动，辅

在发病早期予以 10mg 泼尼松清晨顿服，1 次/d；予以 25mg 双

助检查（CRP、ESR）有所改善；无效：症状无好转或加重，

氯芬酸饭后口服，3 次/d；予以 1mg 甲氨喋呤饭后口服，每周

关节活动受限，辅助检查（CRP、ESR）不变或更差。

1 次。病情控制后，逐步先后减退泼尼松与双氯芬酸，甲氨喋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采用 SPSS14.0 进行统计处理，均数采用（ x ± s ）

呤维持治疗 1 个月。治疗期间定时检测 Blood-Rt 及肝肾功能，
若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予以对症治疗。②B 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
疗，运用益气活血通痹汤加西药联合治疗。汤药组方：桃仁 20g，
当归 10g，黄芪 50g，川芎 10g，红花 20g，甘草 6g，白芍 30g，
地龙 20g，三七 10g，牛膝 15g，没药 15g，姜黄 15g，秦艽 20g。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随症加减：风邪偏盛者，加麻黄、威灵仙、防风、；寒邪偏盛

统计分析得出，A 组和 B 组治愈、有效、无效例数分别为：

者，加细辛、桂枝、制川乌；湿邪偏盛者加茯苓、薏苡仁、防

27 例、22 例、12 例和 44 例、16 例、3 例，B 组总有效率（95.24%）

己；气血两虚者，加党参、西洋参；颈背多病者加葛根；腰腿

高于 A 组总有效率（80.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多病者加杜仲、木瓜、川续断、五加皮、狗脊、桑寄生；上肢

2.2 比较 A、B 两组治疗前后的症状体征变化情况的比较
主要包括：晨僵持续时间、出现疼痛的关节数目及出现肿

多病者加桂枝、羌活、桑枝；下肢多病者加木瓜、独活、萆薢、
牛膝、防己；关节僵硬、畸形者加穿山甲、乌梢蛇、蜂房、全

胀的关节数目（见表 1）
。

表 1 比较治疗前后两组病患的症状体征（ x ± s ）
组别

治疗时间段

晨僵持续分钟

疼痛关节个数

肿胀关节个数

A 组（n＝61）

治疗前

110.48±69.46

12.63±6.10

10.57±3.51

治疗后

71.49±36.18

●

●

治疗前

113.26±72.65

B 组 (n＝63)

51.32±24.21

治疗后
#

8.31±3.96

12.78±5.98

●#

5.14±3.52

●#

8.23±3.78

●

10.26±4.58
4.21±3.14

●#

●

注：与Ａ组治疗后比较， P<0.05；与治疗前比较， P<0.05。

3

讨

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炎症性疾病，主要引起关节滑膜的
炎性病变。其起病初期的主要临床表现为低热、手足麻木、疲
乏无力及食欲、体重下降等，病情进展期主要表现为游走性关
节肿胀、僵硬、刺痛，而后出现皮下结节，严重者可导致关节
功能障碍甚至畸形。给患者带来巨大身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
压抑，同时也影响其生活质量。对该病的研究步伐从未停歇，
长期以来甲氨喋呤一直作为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首选药，甲
氨喋呤可抑制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同时对炎症也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从而达到抗炎和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在临床应用广
泛。但因其治疗效果较慢且胃肠道等不良反应较多，导致临床
效果受到一定限制。
中医认为类风湿性关节炎为风寒湿热等外邪侵入机体所
致痹症。其发病机制为，机体正气不足，外邪趁机而入，注于
关节、经络则关节肿胀、刺痛、僵硬及畸形，日久而至风寒湿
痹症。因此应予益气、通痹、活血治疗。方药益气活血通痹汤
中，红花、当归、牛膝、黄芪、三七、川芎、桃仁可祛瘀活血；
没药可化瘀定痛；牛膝可强筋健骨、扶正益气；地龙可定惊通
络，其配伍没药、红花可化瘀通络。诸药相配伍，可明显增强
疗效，从而达到益气、通痹、活血的效果。现代研究证明，祛
瘀活血药可通过促进炎症吸收、增加毛细血管通透性，而改善

血液循环[5]。
在联合运用西药泼尼松、双氯芬酸及甲氨喋呤治疗的基础
上加服中药益气活血通痹汤，不仅可增强临床治疗效果，还可
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本文通过探讨中西医结合对类风湿性关
节炎的治疗效果，并与西药联合治疗相对比，统计分析其结果
显示，治疗后患者的症状体征明显好转；B 组治疗后患者晨僵
持续分数、疼痛关节个数及肿胀关节个数均较 A 组少；B 组总
有效率（95.24%）高于 A 组总有效率（80.33%）
。可见中西医
结合对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具有显著疗效，为类风湿性关节炎
的治疗探索了一条高效、安全的新路子。
参考文献：
[1]董怡.内科学类风湿关节炎[M].5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897-903
[2]SilmanAJ. The 1987 rivised American Rheumatism Association criteriafor
rheumatoid arthritis[J]. BrJRheumatol,1988,27(5):341
[3]杨晔.当代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142711
[4]韩新峰,田元生,何英,等.中医常见病证诊疗常规[M].郑州:河南医科大学
出版社,1998:67
[5]尚娟.桃红四物汤加减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7,13(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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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洗剂治疗肛肠疾病术后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norectal disease in TCM
宋

玥

（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110032）
中图分类号：R6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58-01

【摘 要】 为了观察中药洗剂治疗肛肠疾病术后疗效，将 120 例肛肠疾病术后患者，给予中药煎剂熏洗，用药 1 周后观察患
者术后情况。结果：用药 1 周后患者切口疼痛，创缘水肿，渗液等术后症状好转，有效率达 95%。结论：中药洗剂具有消炎，止
痛，消肿，生肌等疗效。
【关键词】 中药洗剂；肛肠疾病；外治法
【Abstract】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otion anorectal diseases postoperative curative effect,
120 patients with anorectal diseases postoperative were given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fumigation, after 1 week to observe patients
postoperative situation. Results: Patients after 1 week medicine incision pain, and edge edema, seepage and postoperative symptoms
improved, efficiency was 95%. Conclusion: Chinese medicine lotion has anti-inflammatory analgesic effect of raw muscle, etc.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lotion; Anorectum disease; External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1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全部 120 例病例来自辽宁省肛肠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其
中，男 70 例，女 50 例；年龄 20～70 岁，平均 38.8 岁；病程
3 个月～20 年，平均 6.8 年。其中混合痔外剥内扎术后 60 例，
肛瘘切除术后 34 例，肛裂切除术后 26 例。
1.2 纳入标准
凡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中

③无效：肛门疼痛未减轻，创面仍有渗出，创面愈合时间无明
显缩短，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变。
3.2 结果
120 例经中药熏洗 1 周后：显效 50 例，其中混合痔外剥内
扎术后 18 例，肛瘘切除术后 12 例，肛裂切除术后 20 例；好
转 64 例，其中混合痔外剥内扎术后 20 例，肛瘘切除术后 18
例，肛裂切除术后 26 例；无效 6 例，其中混合痔外剥内扎术
后 2 例，肛瘘切除术后 3 例，肛裂切除术后 1 例。总有效率 95%
（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关于混合痔、肛裂、肛瘘诊断依据的患者纳入观察对象。全部
为肛肠疾病术后的住院患者，创面为开放式，未应用长效麻醉
止痛剂。以术后疼痛、创缘水肿、新生肉芽组织填充修复创面
为三大主要症状，并根据症状进行分级。
2

方

法

4

讨

论

术后患者由于手术伤及血脉，局部血液、淋巴回流障碍，
血管通透性增高，导致组织水肿，疼痛加剧，影响创面愈合。
故术后疼痛、创缘水肿、愈合迟缓为肛肠疾病术后常见并发症。
术后应用中药熏洗坐浴，可使药力和热力直接作用于患处，痉

应用中药洗剂治疗，方药组成：黄芩 20g，黄连 20g，黄

挛的括约肌得以松弛，局部的血液循环及淋巴循环得以改善，从

柏 20g，双花 20g，苦参 20g，土茯苓 20g，苍术 20g，五倍子

而使经络通畅，水肿吸收，疼痛缓解，是肛肠外科的传统疗法。

20g。每付煎出 200ml，100ml 加温水至 1500～2000ml，趁热

笔者所写洗剂方药为辽宁省肛肠医院痔瘘一科术后常用

气盛时，将肛门部位先熏蒸 5～10min，待药液不烫，温度适宜

方之一，有消炎、止痛、消肿、生肌等疗效。其中以黄芩、黄

后，再将伤口全部浸入盆中，坐浴 5～10min，每日熏洗 2 次，

连、黄柏均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效，为君药，黄芩清上

上午、下午各 1 次。疗程为 1 周。

焦之火，黄连清中焦之火，黄柏清下焦之火，三者合用，三焦

术后均选择有效抗生素静滴 3～5d。
3

临床疗效

3.1 疗效标准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观察
熏洗治疗后消炎，止痛，消肿，生肌等疗效。①显效：局部无
感染，肛门疼痛明显减轻，肛缘水肿消失，创面无渗液，无渗
血：②有效：局部无感染，肛门疼痛减轻，创面有少量渗液。

燥热之邪可解。双花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之效，表里两清，
助风热燥邪疏散。佐以土茯苓解毒利湿，苦参，苍术清热燥湿
健脾，使湿热燥邪从小便排出，复以五倍子增其解毒消肿、收
敛止血之功。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标准》ZY/T001.1-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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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妊娠中晚期胎儿宫内窘迫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fetal distres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崔 丽 蔡小辉
（河南洛阳市第一中医院，河南 洛阳，471000）
中图分类号：R2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59-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妊娠中晚期（28～37 周）无孕产妇并发症、单纯表现胎心音较快（150～170 次/min
之间）的胎儿宫内窘迫疗效观察。方法：中医辨证分型，主要分型有肾虚血热型、脾肾两虚型、肾虚血瘀型。方药寿胎丸加减。
西药给予能量（5%的葡萄糖 500ml＋三磷酸腺苷 40mg＋维生素 c 针 2.0＋辅酶 A100u）及复方氨基酸（18-AA）注射液 250ml 静
滴 1 次/d；吸氧，2 次/d，30min/次。疗程 7～10d。结果：1 年来共治疗 21 例，治愈 15 例，有效 4 例，无效 2 例。有效率达 90%。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显著，降低了早产率，提高新生儿成活率。
【关键词】 胎儿宫内窘迫；中西医结合；方药寿胎丸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third trimester (28～37 weeks) without
maternal complications, simple performance of rapid fetal heart tones (150～170/min). Methods: The Fangyao Shoutai pill was applied
together with modern medicine (mainly energy recovering and amino acid) for 30min/time, a course for 7～10 days, the syndrome should
be treated in differentiation. The efficacy reached 90%.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s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rate of preterm
birth and improving neonatal survival rate.
【Keywords】 Fetal distres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Fangyao Shoutai pil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2
胎儿宫内窘迫是指胎儿在子宫内因急性或慢性缺氧危及

周、28 周、36 周分别出现胎心音波动于 150～170 次/min 之间。

其健康和生命的综合症状，发病率为 2.7%～38.5%。急性胎儿

间断给予静滴能量、吸氧 3 个疗程。持续给予中药益肾安胎，

宫内窘迫多发生在分娩期，慢性胎儿宫内窘迫常发生在妊娠晚

寿胎丸加减。治疗直至妊娠 39 周，在我院剖宫产分娩一男活

期，慢性胎儿宫内窘迫在临产后往往表现为急性胎儿窘迫。妊

婴。母婴安康。剖宫产术中见胎盘附着于左侧宫角，呈片状，

娠中晚期的胎儿宫内窘迫，中医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因胎儿

厚薄不均。
患者乙，女，33 岁，孕 3 产 0，以“停经 48d，阴道少量

在宫内缺氧，表现为胎动频繁或胎动减少，归属于“胎动不
安”范畴。随着产科电子胎心监测仪的广泛应用，无产科病理

出血 12d”为主诉收入院。停经 34d 测尿 HCG 阳性。12d 前无

因素的慢性胎儿宫内窘迫诊断率明显上升。据临床收集病材观

诱因出现阴道少量出血，不伴腹痛，近日出现恶心、纳差等反

察，妊娠中晚期的胎儿宫内窘迫与脐带胎盘因素关系密切。期

应。在社区门诊给予黄体酮保胎治疗 1 周。仍有阴道出血，7d

待保胎治疗，维持妊娠至足月（≥7 周）是提高新生儿成活率，

前 B 超检查提示左侧宫角妊娠。
（B 超见：子宫增大，左侧宫

降低早产率和死亡率的关键所在。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妊

角处妊娠囊 14mm×14mm，囊内见卵黄囊回声。
）既往有流产

娠中晚期胎儿宫内窘迫，维持妊娠至足月，疗效好。

史，强烈要求保胎治疗。给予中西药联合保胎治疗。中药以健

1

典型病例

脾益肾，凉血止血安胎。方选寿胎丸加减。肌注黄体酮、绒促
素，静滴能量合剂，卧床休息，右侧卧位。保胎治疗 1 周后，

患者甲，女，32 岁，孕 1 产 0，以“停经 39d，阴道出血

B 超检查提示：于宫腔内偏左侧可见一约 35mm×28mm 的妊

3d 伴下腹坠痛 1d”为主诉收入院。停经 35d 查尿 HCG 阳性。

娠囊回声，内可见胎儿，原始心管搏动不明显。继续保胎治疗

轻度恶心、纳差，无呕吐，B 超检查提示：宫角妊娠。
（B 超见：

1 周，阴道出血停止。B 超检查提示：宫腔内稍偏左可见一约

子宫 60mm×56mm×45mm，内膜线分离，宫腔偏右角可见

45mm×26mm 的妊娠囊回声，胎芽约 14mm×14mm，可见原

15mm×8mm 的回声区，似妊娠囊。
）因既往结婚 7 年未孕，

始心管搏动。保胎治疗 1 个月痊愈出院。此孕妇曾于妊娠 28

系珍贵妊娠。产妇及家属强烈要求保胎治疗，给予中西药治疗。

周、32 周胎心音持续波动于 150～170 次/min 之间，给予静滴

中药以健脾益肾，止血安胎。西药给予肌注黄体酮、绒促素，

能量、吸氧治疗 2 个疗程。中药益肾安胎，寿胎丸加减治疗直

静滴能量，卧床休息，左侧卧位。保胎治疗 2d 腹痛及阴道出

至妊娠 38＋5 周，在我院剖宫产分娩一女活婴。母婴安康。剖

血症状消失。7d 后复查 B 超提示：宫内可见 15mm×11mm 的

宫产术中见胎盘呈帆状，体积小。

囊性回声区，内未见明显胎芽及原始心管搏动。保胎治疗 15dB
超检查提示：宫腔内可见 16mm×14mm，内可见胎芽及原始
心管搏动。继续保胎治疗 1 个月痊愈出院。该孕妇曾于妊娠 23

2

体

会

随着高龄孕妇人数增多，多数患者有早期不良妊娠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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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史、不孕症病史等。因卵巢功能低下，子宫内膜较薄，受孕

脾药含大量维生素 E，能强壮、镇静、抑制子宫平滑肌收缩，

后先兆流产现象增多，以致胎盘早期着床位置偏移或自身发育

同时能提高妊娠期脐带、胎盘供血供氧，从而达安胎目的。

不良。

治疗中给予吸氧、静滴能量改善了孕妇血液循环的氧分

我院 1 年来治疗的 21 例病例临床观察中，排除因妊娠期
母体疾病及胎儿发育畸形所致的中晚期胎儿宫内窘迫。B 超检

压。为子宫、胎盘、胎儿补充了细胞基础营养能量，使妊娠得
以继续维持至足月。

查提示：胎儿发育与妊娠月份相符，胎心音搏动持续偏快

中西医结合治疗妊娠中晚期胎儿宫内窘迫，双管齐下，标

（150～170 次/min）。羊水指数正常范围。经吸氧及改变体位

本同治，即使胎儿在夹缝中生存，因补给能量增加，代谢功能

胎心音不能恢复正常范围，或中西医联合用药治疗时胎心音恢

良好使胎儿发育成熟。

复正常范围，停药后反复出现胎心音搏动较快。15 例保胎治疗

胎盘因素所致的胎儿宫内窘迫，胎儿分娩后通过检查胎

至妊娠足月（≥37 周）
，终止妊娠，胎儿发育良好。4 例妊娠

盘，测量胎盘大小、直径、重量、外形轮廓的直观观察得以证

保胎治疗至 36～37 周，终止妊娠，胎儿发育良好。2 例孕 34

实。另脐带因素所致的胎儿宫内窘迫值得关注，脐带绕颈通过

周羊水偏少，早产，出生后转新生儿科治疗。

B 超监测提示可以了解观察，出生后得以证实。隐性脐带因素

中药治疗优势：辨体施治是中医治疗特色，依孕妇体质辨

的异常如脐带过短、或细长、或打结，分娩后直观观察得以证

证调理，在补肾安胎的基础上调理了孕妇体质，调养了胎儿生

实。脐带隐性先露，脐带缠绕肢体所造成的急性胎儿宫内窘迫

存内环境，使胎儿的发育得以继续。主方选寿胎丸加减。寿胎

需及时剖宫产终止妊娠，术中胎儿娩出后得以查看证实。总之

丸中菟丝子补肾益精，固摄冲任：续断、寄生补益肝肾。药理

各种原因造成的胎儿宫内窘迫，治疗目的是纠正、缓解胎儿缺

研究证实：寿胎丸有抑制子宫平滑肌收缩，使假孕大鼠 LH、

氧，改善生存环境，维持至足月妊娠是成功所在。

孕酮水平升高，提示有促黄体功能，促子宫发育作用。补肾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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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顽固性失眠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ntractable insomnia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陈春亚
（张家港市乐余人民医院，江苏 张家港，21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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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顽固性失眠的疗效。方法：将我院 80 例顽固性失眠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采用西医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自拟中药方剂治疗。结果：经过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5%，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顽固性失眠标本
兼治，共显疏肝解郁、活血化瘀、理气健脾、养阴宁神之功。和西医治疗结合，优势互补，疗效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顽固性；失眠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intractable insomnia.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insomni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our hospital,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moder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Chinese proprietar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s total efficiency was 97.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s 82.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showed no adverse reactions. Conclusion: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intractable insomnia treating the symptoms,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curative effect,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Intractable; Insomn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3
睡眠是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过程，是机体复原、整合以
[1]

期服用往往会产生依赖性，较易引起一系列医源性疾病。我院

及记忆巩固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健康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自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 月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顽固性失眠，

顽固性失眠是指患者不能获得正常睡眠的一种病症，一直是一

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个较常见的、十分棘手的医学难题，长期的失眠容易导致多脏
器功能的紊乱及免疫功能下降，可并发溃疡病、高血压、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糖尿病及精神系统疾病，对患者身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0 例患者均为我院收治的顽固性失眠患者，均符合诊断标

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失眠中医称之为“不寐”
、
“不眠”
、
“不
得卧”、“目不暝”，服用西药安眠药治疗虽有一定效果，但长

[2]

准 ；男 23 例，女 57 例；年龄 18～79 岁，平均 51.5 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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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0.5～10 年，平均 5.6 年；失眠程度：轻度 28 例，中度 38

党参、太子参；阴虚阳亢者则川芎除外后加龙骨、牡蛎（先煎）；

例，重度 14 例；临床上全部表现为入睡困难而易醒，或醒后

心肾不交加黄芩和肉桂；头晕加珍珠母；汗出多者加生牡蛎、

难以再入睡，重者彻夜不能入睡，伴心悸，健忘，多梦或有心

黄芪、浮小麦；心火偏盛加牡丹皮和连翘；心悸易惊加朱砂，

烦、易怒，记忆力减退等，均有程度不同出汗、腹胀、心悸、

食欲不振加陈皮、炒麦芽、炒谷芽、焦山楂，痰热内扰者加陈

头晕、乏力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均有服用安定类药

皮、黄连。以上药煎汤，1 剂/d，早晚分服。
两组患者均治疗 1 个月后评价疗效。

物史，服安定类药物时间越长，剂量越大；所有患者经各系
统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指标，均排除器质性病变所致的失眠。

1.3 疗效评定标准[3]

按照随机原则，设观察组 40 例和对照组 40 例，两组患者性

临床痊愈：失眠的各项症状均已消失，睡眠时间恢复正常，

别、年龄、病程比较经检验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

或睡眠时间在 6h 以上，睡眠深沉，醒后精神充沛。显效：失

比性。

眠的各项症状均有显著改善，睡眠时间明显增加 3h，睡眠深度

1.2 治疗及方法

增加。有效：失眠的各项症状均有所减轻，但睡眠时间较前增
加不足 3h。无效：经治疗后失眠的各种症状均无任何好转或者

对两组患者进行心理指导，嘱患者调畅情志，驱除对失眠
的恐惧感，饮食清淡，多食莲子、高粱米等，治疗前停用一切

有加重现象。总有效率＝临床治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药物（包括安定类药物）
。

1.4 统计学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西医常规治疗：口服艾司唑仑 1mg，每晚

使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 表示差异

1 次。同时口服谷维素片，0.01g/次，3 次/d，维生素 B1 片，

有统计学意义。

0.01g/次，3 次/d。

2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自拟的中药方剂：主要成分为

结

果

经过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酸枣仁 30g，当归 15g，桃仁 15g，红花 15g，夜交藤 15g，茯
苓 15g，赤芍 15g，远志 15g，生地 20g，川芎 20g，何首乌 20g，

8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两组患者均未

黄连 10g，五味子 10g，柴胡 10g，甘草 6g 等。若气虚则加入

见明显不良反应。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临床治愈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n

%

n

%

n

%

n

%

观察组

26

65.0

9

22.5

4

10.0

1

2.5

97.5

对照组

11

27.5

9

22.5

13

32.5

7

17.5

82.5*

注：*P<0.05。

3

讨

论

失眠症是以失眠为主的一种睡眠不满意的症状。随着社会
节奏的加快及竞争压力的日益激烈，失眠的人越来越多，发病
率越来越高。引起失眠的原因很多，有生理的因素也有心理的
因素，而心理性原因为失眠的主要致病因素[4]。顽固性失眠则
指失眠 3 年以上，常年服用安定类药物。临床上以入睡困难、
早醒、易醒多梦、醒后难以入睡、睡眠质量下降、醒后不适感、
疲倦、记忆力减退为主要症状，多数伴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
候群，更严重者可以导致彻夜不眠。祖国医学认为，顽固性失
眠属阴虚阳盛为本，心肝火旺为标，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标
实表现为痰、血瘀、气滞或三者互见。病久影响气血运行，经
络不通或久病耗伤阴血，都可致瘀血内结。故认为，常治以益
气养血、养阴安神、清热除烦为主。
单纯西药治疗虽有一些效果，但很不稳定，用传统中医中
药治疗顽固性失眠可以养阴清热，镇心安神。从本次研究结果
中可以看出，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自拟中药方剂，总有
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本方中：酸枣仁养心安神、养肝血安神、
滋阴除烦；当归养血润燥；党参、太子参补气养心，补其耗伤
之阴血；红花活血化瘀，又补血养肝；夜交藤养肾阴补肾，疏
肝解郁，宁心安神；茯苓化痰开窍，益脾宁心安神[6]；赤芍养
血滋阴，镇静安神之功；远志、朱砂安神定志；生地滋补肾阴，

清心除烦；川芎调肝血而疏肝气；五味子益气敛阴，有镇痛、
安定和解热作用；柴胡疏肝解郁；龙骨、牡蛎重镇潜阳安神，
并补气养血通络；黄芩清心泻火；肉桂为通补心气心阳之妙药，
非它药可比；珍珠母宁心滋肾并施，还有水火既济之功；牡丹
皮和连翘；陈皮清热化痰；炒麦芽、炒谷芽调畅气血；甘草清
热养心止惊，调和诸药。上药合用标本兼治，共显疏肝解郁、
活血化瘀、理气健脾、养阴宁神之功。和西医治疗结合，优势
互补，逐步改善和恢复人体睡眠机能，比单服中药见效快，疗
效明显，又减轻了单服西药的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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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杏汤合三叶汤治疗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43 例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3 cases of upper airway cough with the
Sangxing decoction plus the Sanye decoction
孙惠华
（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广东 惠州，5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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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桑杏汤合三叶汤对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治疗效果。方法：将 43 例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病例随机分为治
疗组 22 例和对照组 21 例。治疗组采用桑杏汤合三叶汤随症加减治疗，对照组采用桑杏汤随症加减治疗。观察两组咳嗽症状改善
及整体疗效情况，并作比较。结果：治疗组上气道咳嗽症状改善及整体疗效情况都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桑杏汤合三叶汤对上
气道咳嗽综合征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 桑杏汤合三叶汤；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upper airway cough with the Sangxing decoction plus the Sanye
decoction. Methods: 43 cases of upper airway cough syndrome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of 22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21 case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Sangxing decoction plus the Sanye decoc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Sangxing decoction. Cough symptoms and overall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irway cough treatmentgrou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overall efficacy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angxing decoction plus sanye decoction upper airway
cough syndrome has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
【Keywords】 Sangxing decoction; Upper airway cough;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4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是指上呼吸道咳嗽症状命名的肺系病

叶 10g，枇杷叶 10g，龙脷叶 10g。津伤甚加麦冬 10g，玉竹

证，为临床所常见。治疗方法上，中医多采用桑杏汤进行加减

10g；如兼风寒表证去山栀、加紫苏叶 10g，荆芥 10g；咽干

配伍治疗。近几年来本院采用桑杏汤合三叶汤治疗，进行疗效

痒声嘶加蝉蜕 5g，薄荷 5g，牛蒡子 10g；咽痛加玄参 10g，

观察对比，结果研究报道如下。

射干 10g，马勃 10g。以上中药加入水煎取汁，约 150ml，内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服 1 剂/d。
对照组：桑杏汤，组成：桑叶 10g，豆豉 10g，北杏仁 10g，
贝母 10g，沙参 15g，梨皮 10g，山栀 10g。津伤甚加麦冬 10g，

选取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到我院门诊及住院部就诊

玉竹 10g；如兼风寒表证去山栀、加紫苏叶 10g，荆芥 10g；咽

的上气道咳嗽患者 43 例，其中，男 21 例，女 22 例，年龄 21～

干痒声嘶加蝉蜕 5g，薄荷 5g，牛蒡子 10g；咽痛加玄参 10g，

60 岁，平均 39 岁，病程 5～30d。其中有 1 例典型病例：患者

射干 10g，马勃 10g。以上中药加入水煎取汁，约 150ml，内服

甲，女，34 岁，咳嗽 3 周，曾经发热 38.5℃。查血象得知，白

1 剂/d。

细胞 12×109/L，中性粒细胞分叶核 0.83，杆状核 0.02，胸片

1.3 疗效评价指标

未见异常。诊断为急性气管炎，西医给予抗生素及止咳祛痰药，

疗效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疗效标准》[2]

发热消退，然咳嗽未见缓解。来诊时，痰少，口干，咽痒，舌

制定。治愈：咳嗽及兼症消失，咽部无充血，胸部 X 射线及血

红，苔薄白，脉浮。

常规检查正常；有效：血常规中白细胞正常，咽部无充血，咳

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治疗组 22 例和对照

嗽明显减少，兼症减轻或消失；无效：咳嗽及兼症均无明显改

组 21 例，两组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变或血常规中白细胞仍高。有效率＝[（治愈＋有效）/总例数]

（P<0.05）
，具有可比性。血白细胞计数和分类都正常，X 线

×100%。

摄片显示除肺部纹理有不同程度的增粗外，其余未见异常。

1.4 排除标准

1.2 治疗方法

排除支气管哮喘、肺结核、异物吸入、慢性支气管炎、支

治疗组：桑杏汤合三叶汤，组成：桑叶 10g，豆豉 10g，

气管扩张、咽炎、抽动症等致反复咳嗽。所有患者排除伴有发

北杏仁 10g，贝母 10g，沙参 15g，梨皮 10g，山栀 10g，人参

（下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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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治疗脑梗塞临床研究
A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cerebral infarction in TCM differentiation
黄信群
（四川宜宾江安县医院，四川
中图分类号：R74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63-02

江安，644200）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分析中医辨证治疗脑梗塞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治疗脑梗塞奠定基础。方法：选取本院中医内科 2011 年 3
月～2013 年 1 月的 100 例脑梗塞患者，将其平均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结果：经过 3 个月的治疗，观察组的有效率为 96%，对照
组的有效率为 86%，显而易见，两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有明显差别（P<0.05）。结论：中医辨证治疗脑梗塞临床效果显著，从根本
上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医；辨证治疗；脑梗塞；临床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from 2011 March～2013 January 100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After three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 control group was 86%, obviously, the efficiency of the two
groups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infarction
significantly, and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Dialectical therapy; Cerebral infarction; Clinical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5
脑梗塞的特点是起病急、致残和病死率高，它是一种急性

史同上；梗塞部位：基底节区梗死患者有 26 例，腔隙性梗死患

缺血性脑血管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有严重影响。

者有 3 例，脑叶梗死 17 例，小脑梗死 4 例。两组患者在病情、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脑

年龄和性别等方面没有明显差距（P>0.05）
，具有可比性。

梗塞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脑梗塞在中医中被称之为“中风”

1.2 治疗方法

病，我院选用中医证型辨证治疗脑梗塞临床效果明显，现汇报

1.2.1 对照组
改组患者选用西医常规治疗附加运动和生活康复训练治

如下。
1

疗。对于重度脑梗塞患者，给予患者 20%甘露醇 125ml，每 7h

资料与方法

左右 1 次。阿斯匹林 75mg，于晚饭 30min 后服用 1 次。疗程
为 3 个月；根据患者恢复情况给予运动疗法以及生活康复训练

1.1 一般资料
本院中医内科 2011 年 3 月～2013 年 1 月收治的 100 例脑梗
塞患者，按照治疗方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观

治疗。
1.2.2 观察组

察组患者当中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在 37～72 岁；病情史在

改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选用中医辨证治疗，结合

2 个月～3 年之间，平均 1 年半；梗塞部位：基底节区梗死患者

全国中医内科学会制定的《脑梗塞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以

有 30 例，腔隙性梗死患者有 5 例，脑叶梗死 13 例，小脑梗死 2

及患者的具体情况，将患者分为阴虚风动型、气虚血瘀型和痰

例。对照组患者当中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37～72 岁；病情

热腑实型三类。具体见表 1。

表 1 中医证型辨证治疗
种类

中医治疗准则

阴虚风动型

活血通络、育阴熄风

气虚血瘀型

化瘀通络、益气养血

痰热腑实型

通腹泄热、涤痰开窍

中医治疗方法
芍药 12g，玄参 15g，桃仁 12g，桔梗 5g，红花 9g，麦冬 10g，远志 12g，生地 15g，巴戟天 10g，
五味子 12g，甘草 6g
黄芪 25g，赤芍 12g，红花 10g，菖蒲 8g，桃仁 12g，丹参 15g，红花 9g，当归 10g，川芎 12g，
地龙 7g，甘草 6g
生大黄 10g，瓜篓 15g，胆星 8g，桃仁 12g，桔梗 5g，红花 9g，郁金 12g，芒硝 8g，厚朴 15g，
丹参 25g，甘草 6g

1.3 观察内容
基本治愈：28 例，生活能够自理，能够独立行走，患肢功

能有效但力量差；显效：15 例，肌力提高在 2 级以上，患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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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活动不全，生活基本能够自理；有效：5 例，肌力提高在

准，影响了学术的发展与提高；80 年代末开始按国家行业标准

1 级以上，患肢具有部分功能活动，生活需要有人辅助；无效：

中所规定的中风病 9 个证型进行辨证，这种辨证方法概括了中

2 例，患肢功能活动没有改善，肌力没有好转，生活必须需要

风病的主要病机，大大规范了中风病的辨证，但也存在着不够

人照料。

灵活、牵强附会以及各证型指标群过于笼统模糊、不确定性因

1.4 统计学处理

素多的不足；90 年代中后期全国脑病专业委员会推荐中风病按

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风、火、痰、瘀、虚、阴虚阳亢 6 个基本证候进行辨证，初步

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以 P<0.05

规范和量化了中风病的各种证候，基本上反映了中风病的病机

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本质，符合临床实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灵活性。

2

结

中医将脑梗塞归属于中风的范畴，认为由于体内气血逆

果

乱，出现虚、风、瘀、痰、火毒，造成脑络痹阻从而引起本病。

经过三月的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对照组总有效

在疾病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虚、风、瘀、痰、火毒互相错杂

率为 86%，两组患者在治疗上有明显差别（P<0.05）。具体的

以及互为因果，因此在临床治疗当中，必须要审清脉证辨证治

治疗情况见表 2。

疗。所选的方药当中，赤芍、川芎等具有滋养血脉、活血化瘀
之功效；黄芪、丹参具有补气理气之功效；远志、生地等具有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对比

3

组别

n

基本治愈

显效

有效

观察组

50

28

15

5

2

48（96）

对照组

50

22

13

8

7

43（86）

讨

无效 总有效率[n（%）]

论

气行通畅、育阴熄风之功效；诸药合用共奏活血化瘀、理顺肝
气之功。
总之，依据病因病机等临床表现及辨证分型进行辨证治
疗，做到理论结合实际，对改善脑梗塞患者临床症状有显著效
果，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传统的辨证方法是通过四诊八纲、脏腑阴阳、气血津液、
六淫等，分析病机的实质确立证型，这种方法能充分体现中医
辨证的灵活性和客观性，但由于个人的经验不同，所依据的辨
证方法的侧重点不一，辨证结果也有所不同，含义和表述也极
不规范，无论是临床经验交流还是科学研究都没有统一的标

参考文献：
[1]丁文静.脑梗塞的中医研究概况[J].黑龙江中医药,2007(2):59-61
[2]陈雪功,张红梅.对中医辨证学内涵的再认识[J].中医教育,2005(2):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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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症状的患者；有严重的心肾功能不全者；并发心、肝、肾及

以秋梨甘寒下降，清热利膈，生津止渴，同为臣药；山栀子清

造血系统严重疾患及精神不正常患者；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

泄上焦肺热，下平肝火，使金清肃，浙贝母止咳化痰，同为佐

1.5 统计学方法

使药。在此方基础上加入薄荷、蝉蜕、牛蒡子以疏散风热，清

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2

咽利喉，加入葛根、玉竹、天花粉以清热生津，滋阴润肺。诸

来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 检验，P<0.05 为差异具

药合用，共同发挥疏风润肺，咽利喉之功效，可治温燥外袭，

有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燥热伤肺。三叶汤由人参叶、枇杷叶和龙脷叶组成。其中龙脷

2

结

叶甘、淡、平，入肺经，清肺止咳，止咳润喉；人参叶味微苦

果

性寒，入肺胃经，清热润燥，益气生津，还能补五脏，安精神，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结果见表 1。就总有效率而言，治疗组

止惊悸，祛邪气，调中焦，止消渴，通血脉，明目，开心益智；

95.45%，对照组 72.43%，对两组结果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

枇杷叶味苦性寒，具有降气清肺止咳之功，用治肺热咳嗽，风

学意义（P<0.05）
，可以推测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

热咳嗽，胃热呕吐、呃逆等。三药均为植物叶，其性清扬，易
达肺部及咽喉等上气道。相互配伍之后，润降结合，清化相配，

表 1 两组治疗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效果比较

3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2

6

15

1

95.45

对照组

21

1

14

6

71.43

讨

论

上气道咳嗽乃临床常见的病证，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内
感、外邪、肿瘤术后咳嗽等。桑杏汤是治疗温燥外袭所致的肺
燥咳嗽的代表方，有清宣凉润之功。方中桑叶味苦、甘、寒，

实为肺家止咳之良药。临床实践表明，桑杏汤合三叶汤能协同
作用，治疗上气道咳嗽疗效确切，且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共同发挥宣肺止咳之功效。
参考文献：
[1]朴智勇.咳嗽变异性哮喘 29 例临床分析[J].中国医药科学,2011,1(1):112
[2]张虹.自拟辛苍钩藤汤治疗小儿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60 例疗效观察[J].四川
中医,2011(07):39-40

轻宣燥热，凉散之中又有收敛之性；杏仁苦、辛、温润，宣利
肺气，共为君药；淡豆豉助桑叶轻宣解表，沙参润肺生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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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府逐瘀汤治疗闭合性胸部损伤 60 例
Treating 60 cases of chest lesision with the decoction of Xuefu Zhuyu
高永昌 刘团霞
（河南省汝阳县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655

文献标识码：A

汝阳，4712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65-02

【摘 要】 目的：探讨血府逐瘀汤治疗胸部闭合性损伤。方法：60 例均采用入院后第 3d 口服血府逐瘀汤。结果：60 例全部
治愈，1 个疗程治愈 18 例，两个疗程治愈 14 例，并发肋骨骨折 4～6 个疗程。结论：血府逐瘀汤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养血接
骨，可缩短疗程，促进愈合，值得推广。
【关键词】 血府逐瘀汤；胸部闭合性损伤；活血化瘀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Xuefu Zhuyu decoction on treating blunt chest injury. Methods: 60 patients
took orally the Xuefu Zhuyu decoction after 3 days in hospital; 60 patients were cured. Results: For 1 course, 18 patients were cured; for 2
courses, 14 were cured. Conclusion: The decoction could improve diseases characters and healing,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decoction of Xuefu Zhuyu; Blunt chest injury; Huoxue Huayu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6
胸部闭合性损伤是外科临床较为常见的一种急症。我们自

CT 检查无血气胸；合并肋骨骨折者，骨折处骨痂形成，无明

2006 年以来应用血府逐瘀汤治疗胸部闭合性损伤 60 例，疗效

显不适。②有效：临床症状消失，但仍有胸部压痛，胸腔有少

满意。现报告如下。

量积液，肋骨骨折处虽骨痂形成但有轻微压痛。③无效：胸痛，

1

临床资料

呼吸困难不见好转，肋骨骨折处无骨痂形成，疼痛明显。
3.2 治疗结果

60 例中，男 46 例；女 14 例；年龄最大的 75 岁，最小的
18 岁，病程最长的 3d，最短的 1h；合并肋骨骨折的 28 例，气
胸者 12 例，血胸者 8 例，血气胸者 16 例，连枷胸者 2 例，痰
中带血的 3 例，高血压者 5 例，全部病例均排除严重肺挫伤及
心包损伤，无颅脑损伤、腹部损伤及其它损伤。
2

治疗方法
均采用入院后第 3d，给血府逐瘀汤加减口服。药物组成：

60 例全部治愈，治疗时间：1 个疗程治愈 18 例，两个疗
程治愈 14 例，并发肋骨骨折 4～6 个疗程。
4

病案举例
患者甲，男，46 岁，农民。2010 年 9 月入院，主诉：摔

伤后胸痛呼吸困难约 2h。2h 前，自驾三轮车干农活时，不慎
翻车。当时胸痛、胸闷，继而呼吸困难，咳嗽时疼痛加剧，不
能平卧。CT 及 X 线检查报告：右侧血气胸；右肺被压缩 1/2；

桃仁 12.0g，红花 12.0g，当归 9.0g，生地黄 12.0g，川芎 7.0g，

右侧 6、7、8 肋骨骨折。查体：血压：104/56mmHg，右肺呼

赤芍 9.0g，牛膝 9.0g，桔梗 5.0g，柴胡 9.0g，枳壳 6.0g，甘草

吸音低，胸部压痛，以右侧为甚、右胸皮下有捻发音，右胸 6、

6.0g，元胡 9.0g，灵脂 9.0g，蒲黄 9.0g（包煎）
；合并血胸者，

7、8 后肋处，可触及骨擦感。B 超检查：肝、脾、肾、腹腔无

加三七 6.0g，苏木 9.0g；疼痛较甚者，加制乳香 6.0g，制没药

异常。给予吸氧、抗生素抗感染、止血及对症治疗的同时，在

6.0g；合并肋骨骨折者，加穿山甲 5.0g，苏木 9.0g；失血头晕

右胸腋中线第七肋间，局麻下行胸腔闭式引流术，2d 内引出血

者，加熟地 15.0g，黄芪 30g；失眠烦躁者，加炒枣仁 12.0g，

液约 1000ml，同时有较多气体排出。入院第 4d：胸引管中水

夜交藤 12.0g；伴咳嗽、气喘、痰多者，加半夏 9.0g，桔红 9.0g；

柱无波动，无气体排出，胸片右侧胸腔少量积液，无气体，拔

腹胀纳差者，加砂仁 6.0g，川厚朴 9.0g，广木香 9.0g；痰中带

出胸腔闭式引流管，呼吸平稳，胸痛稍减，咳嗽咳痰，咳时胸

血者，加白芨 9.0g。1 剂/d，水煎 2 次分服，7 剂为 1 个疗程。

痛加重，右背部皮色发紫，有皮下瘀斑，舌质淡，苔薄白而干，

均采用吸氧、半卧位，合并气胸、血胸、血气胸者给胸腔

脉弦细而涩。证属：胸中血瘀，血行不畅。治宜活血化瘀，行

闭式引流；有连枷胸者行切开复位固定；肋骨骨折者给以胸带

气止痛，养血舒肝。方药：血府逐瘀汤加减，桃仁 12.0g，红

或宽胶布外固定；合并胸壁软组织挫裂伤者，给清创缝合，同

花 12.0g，当归 15.0g，熟地 15.0g，川芎 7.0g，赤芍 9.0g，牛

时给补液、营养支持、抗炎抗感染对症观察治疗。

膝 9.0g，桔梗 5.0g，柴胡 9.0g，枳壳 6.0g，元胡 9.0g，甘草 6.0g，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①愈合：临床症状消失，无胸部压痛及叩击痛，X 线或

灵脂 9.0g，蒲黄（包煎）9.0g，姜半夏 9.0g，桔红 9.0g，1 剂/d，
水煎 2 次分服。
服 5 剂后，胸痛大减，呼吸渐平稳，咳嗽痰少，咳嗽胸痛。
上方去灵脂、蒲黄，加穿山甲 5.0g、苏木 9.0g 化瘀止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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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愈合。服 10 剂后，胸痛，消失，咳时微痛，呼吸通畅。X

上焦之气而宽胸，牛膝通利血脉引血下行；桔梗、牛膝一升一

线：心肺无明显异常，肋骨骨折处有骨痂形成，对位对线可。

降，引药胸中，诸药配合，活血行气，化痰疏肝，养血接骨，

5

讨

化瘀不伤血，舒肝不耗气[3]；早期应用，既能止痛止咳，养血

论

补血，又无伤胃犯胃之弊，即可缩短疗程，又无久痛入络之虑。

胸部闭合性损伤，多由于暴力挤压，重撞或钝器打击胸部
所致。以胸部疼痛，呼吸困难，胸部压痛，咳嗽时胸痛加重，
多伴有皮下气肿，血胸、气胸、肋骨骨折、轻度肺挫伤。治疗
上以镇痛止咳或胸部固定为主。并发血气胸的给胸腔闭式引

再配合吸氧、胸腔闭式引流，胸部固定等对症治疗，临证有桴
鼔之效，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流，失血较多者给以输血对症治疗[1]。中医学认为：肝脉布两

[1]裘法祖.外科学[M].4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329-330

胁，本病的发生，多因跌仆损伤，车祸碰创打击，伤及胸中血

[2]郭长河.血府逐瘀汤治疗淤血性头痛 68 例[J].2006,26(10):75

府；瘀血内滞，阻塞脉络[2]，气机阻滞，肝郁不舒，故胸肋疼

[3]徐济群.方剂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48-149

痛，日久不愈。西药治疗，止痛虽快尤短，不能持久，且刺激
胃肠，长期使用，易诱发溃疡，更无养血活血补血之功，使胸

作者简介：
高永昌（1963-）
，男，河南省汝阳县中医院，中医外科，副主任医师。

部失血瘀血之征，无以得到更好的治疗。血府逐瘀汤，为清代
医家•王清任所创，用以治疗“胸中血府血瘀”诸证，最适宜
本病的治疗，方中取桃红四物汤活血化瘀养血，用柴胡、枳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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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气和血、舒肝；桔梗开肺气，載药上行而止咳，合枳壳升降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骨粗隆骨折的 40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黄学奇
（冷水江市中医医院，湖南 冷水江，417500）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66-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股骨粗隆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40 例股骨粗隆骨折患者，经行手术复位治疗
后，结合中医活血化瘀膏外敷剂中药治疗，观察患者的肿胀、疼痛等症状改善情况。结果：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40 例患者的疼
痛、肿胀及功能障碍的的症状积分明显比治疗前大为降低，P<0.05，具有统计学的差异。其中有 20 例痊愈，12 例显效，4 例有效，
4 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90%。结论：中西医结合对于股骨粗隆骨折的治疗有显著的改善，其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股骨粗隆间骨折；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of femoral trochanter fractur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Methods:
The forty cases of femoral trochanter fracture patients, the line operation reset after treatment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remove blood stasis paste topical ag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reating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the swelling,
pain and symptoms improved conditions. Result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and patients pain, swelling and function disorder
symptoms integral obviously than before treatment greatly reduced, P<0.05,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twenty cases healed, 12
cases, 4 cases were markedly improved effective, 4 cases of invali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0%.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modern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femoral trochanter fractu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s curative effect definite,
and promote the clinical use.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7
股骨粗隆骨折属于临床上常见的关节内骨折，其骨折类型

1

资料与方法

及机制也较为复杂[1]。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术后恢复股关节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对我院骨伤科 60
例股骨粗隆骨折患者，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及同期进行西医治
疗的疗效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在我院骨科收治的股骨粗
隆骨折 40 例患者，其中男 26 例，女 14 例，年龄 45～7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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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61.4 岁。按 tronzo-Evans 分类，II 型 5 例，III 型 14 例，

患者的疗效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40 例患者中有 20 例痊

IV 型 21 例。接受手术的时间为伤后 2～15d，平均 6.5d。所有

愈，12 例显效，4 例有效，4 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90%。具体

患者均有局部肿胀、疼痛、功能障碍、活动受限等的临床表现。

见表 2。

1.2 方法

表 2 40 例患者的疗效

1.2.1 手术治疗
根据患者不同情况，常规采用皮牵引或骨牵引，若合并有
合并症时，积极处理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待病情稳定后，再考
虑行骨折内固定术，一般采用锁定钢板固定，术后选用石膏或
3

着支具进行固定。
1.2.2 术后中西医治疗
根据患者术后情况进行西医的治疗，以补液及营养等的支
持，按常规使用抗生素抗伤口感染，并结合服用多酶片、钙片、
维他片等促进骨折愈合。肿胀严重者，以静滴 20%的甘露醇注
射液以缓解肿胀，并术后指导患者适当进行功能恢复的锻炼。
同时使用中药膏药外敷，由我院骨伤科自制而成的活血化
瘀膏，组成为龙血竭、当归、没药、赤芍、乳香、红花、三七、
独活、杜仲、透骨草、白芷、续断、桂枝等 20 味以活血化瘀
药为主的中药制成。以相应的药膏摊涂在大小适宜的牛皮纸
上，外敷于股骨粗隆骨折的部位，再用普通的医用弹力绷带以
缠绕固定好股骨粗隆骨折的关节。以 2d 更换 1 次药膏，8d 作
为 1 个疗程，在 1 个疗程之后观察其肿胀等症状的改善情况及
统计其疗效。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例数（n）

20

12

4

4

36

比例（%）

50

30

10

10

90

讨

论

股骨粗隆骨折为临床较常见，西医手术治疗方法也很多，
有 DHS、Gamma 钉、DCS、解剖型钢板及 PFN 系统等等[2]。
现临床上常用锁定钢板内固定，对于股骨近段粉碎骨折，特别
是 Seinsheimer 分型为 II 型、III 型、IV 病例，有良好的疗效，
且此内固定术，使用的锁定螺钉为自攻螺钉，可以不用攻丝或
骨钻[3]；钢板与骨皮质间无加压力，对骨膜不产生压力，从而
保护骨膜的血运；在手术技术上可以满足微创操作的要求，可
以很好地保护骨折局部的血运，进而不需要植骨操作[4]；内固
定支架弹性固定，在载荷存在的情况下，骨折块间有应力刺激，
这种刺激有利于骨痂形成，有利于骨折愈合。且钢板与骨头表
面可以留有一定间隙，消除了钢板与骨重压接触的不良作用，
极大改善了血运和骨膜的生长和恢复。
而在祖国的医学中认为，骨折属于肢体经脉的“血瘀证”

1.3 评定标准
患者的疼痛、肿胀、关节功能（包括关节活动度、抬举功
能）等症状的评定参考 kedsHC 的评分系统进行评分记录。疗
效的评定：痊愈：患者所有疼痛、肿胀及压痛等不适症状完全
消失，且其关节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显效：患者的疼痛、肿胀
及压痛等症状基本消失，其关节功能有明显的好转。有效：患
者的疼痛、肿胀及压痛的症状有改善，关节功能有进一步的恢
复。无效：患者的疼痛、肿胀及压痛等的症状较治疗前无明显

范畴。现代是指骨的完整性或连续性受到破坏所引起的，以疼
痛、肿胀、青紫、功能障碍、畸形及骨擦音等为主要表现的疾
病。股骨粗隆骨折的一般表现有局部疼痛、肿胀和功能障碍。
股骨粗隆骨折时，骨髓、骨膜及周围组织血管破裂出血，在股
骨粗隆骨折处形成血肿，以及软组织损伤所致水肿，使患肢严
重肿胀，骨折局部出现剧烈疼痛，特别是移动患肢时加剧，使
关节功能丧失。
由本次研究可见，股骨粗隆骨折后患者经相应的中西医结

的改变。

合治疗后，患者的疼痛、肿胀及功能障碍的的症状积分明显比

1.4 统计学数据
采用 SPASS13.0 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治疗前大为降低，且其总有效率为 90%。可见，中西医结合治

用均数±标准差（ x ± s ）来表示。计数的资料比较采用 x 检

疗股骨粗隆骨折能取到良好的疗效，其在使用锁定钢板内固定

2

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术固定其骨折后，再加上使用的活血化瘀膏加上弹力绷带以固
定治疗肢体股骨粗隆骨折，能迅速有效地改善其局部的血液循

2

结

果

环，促进股骨粗隆骨折部位渗出的组织液的吸收以止痛消肿，
从而改善其症状，以加速修复病灶的部位，以缩短其病程，减

2.1 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
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患者的疼痛、肿胀及功能障碍的的
症状积分明显比治疗前大为降低，P<0.05，具有统计学的差异。
可见活血化瘀膏对于股骨粗隆骨折的早中晚的症状治疗有显

轻患者的痛苦，其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Lauge-hansen. “Ligamentous”ankle fracture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J].

著的改善。具体见表 1。

Acta chir scand,2007,97:544

表 1 40 例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积分比较（分， x ± s ）

[2]应弋阳,汪满洋,郑慷.不同方法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问骨折的疗效分析[J].

疼痛

肿胀

功能障碍

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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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英,冷重光,焦健.手术治疗股骨粗隆骨折的疗效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

治疗后

0.5±0.3

0.3±0.1

0.8±0.4

2011.9(15):116-117

x2

6.42

5.63

6.35

[4]张德,黄耀斌,汪璩.微创锁定钢板治疗股骨粗隆间不稳定性骨折[J].中国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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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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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子仁丸加减治疗肿瘤化疗后所致便秘的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onstipation from chemotherapy with
the Maziren pill
杨 宇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25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68-01
【摘 要】 恶性肿瘤病人在化疗期间会出现诸多不良反应，较多病人会出现大便干结，因此影响化疗进程。中医临证时以麻
子仁丸润肠通便，收效甚佳。
【关键词】 麻子仁丸；化疗；便秘
【Abstract】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during chemotherapy, there will be many adverse reactions, more patients will appear dry
stool, and therefore affect the chemotherapy process. Clinical TCM medicines adjusting dry stool were satisfactory.
【Keywords】 Maziren; Chemotherapy; Dry stoo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8
恶性肿瘤患者通常在确诊时，大部分已经属于中晚期，因
此丧失了根治时机，只能采取以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方式。化
疗是一种全身性治疗手段，在杀死肿瘤细胞、抑制其生长繁殖
和促进肿瘤细胞的分化的同时，也将正常细胞和免疫细胞一同
杀灭。因此损伤了人体正气，从而影响肠道运化。往往使得病
人便秘，甚至使得病人惧怕化疗，从而影响了药物剂量的提高
和化疗疗程，而且增加了患者的痛苦。中医在辨证施治时，采
用润肠泄热，行气通便的方法，给予麻子仁丸加减，调理肠道，
获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1

病因病机
中医认为化疗后所导致的便秘是为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药

毒”所伤。在祛邪之同时，也损伤人体正气，随之导致气虚、
血虚、津亏，影响大肠传导功能，造成无力行舟或无水行舟而
便秘。因此采用麻子仁丸加减以润肠泄热，行气通便。
2

麻子仁丸方义
麻子仁丸源于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
“趺阳脉浮而涩，

浮则胃气强，色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即鞕，其脾为约，麻
子仁丸主之。”该方由火麻仁、芍药、枳实、大黄、厚朴、和
杏仁以上 6 味药组成，具有和润肠泄热，行气通便之功效。
《素
问•经脉别论》说：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
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
胃燥热，使脾的输布津液功能被约束，津液不能四布，但输膀
胱，分利太过，致使肠失润降，则大便干结。治宜润肠泄热以
通便方中火麻仁性味甘平，质润多脂，既润肠通便，又滋脾津，

3

体

会

：
“直肠结，即燥屎巨硬，结在
《医宗金鉴大便燥结总括》
肛门，难出之燥也，从导发治之。”麻子仁丸治疗所治疗证为
肠府燥热，津伤便结。本草曰：
“润可去枯，脾胃、肠府干燥，
必以甘润之物为之主，润燥者必以甘，甘以润之；”是以麻仁
为君，麻仁，体润能去燥，专利大肠气结便闭。杏仁为臣，杏
仁苦温宣肺，润肠通便。增加津液，润滑肠道。现代药理试验
证明，苦杏仁提取物对移植性肝癌小鼠肝脏细胞色素 P-450 含
量和谷胱甘肽 S-转移酶活性有抑制的作用，从而起到抗癌作
用 [1] 。破结者必以苦，若以泄之。大黄味苦寒，酸苦痛泄为
阴。现代研究证明大黄含有蒽醌类化合物，增强大肠蠕动而导
泻，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链球菌、肺炎双球菌
及皮肤真菌等，均有抗菌作用[2]。枳实味苦寒，厚朴味苦温，
共为佐，并同大黄通腑泄热，导滞通便。芍药味酸微寒，养阴
和营。法中用丸剂且嘱逐渐加量，缓化肠中燥结，津液还人胃
中，则大便利，小便少而愈。临床运用时痔疮便秘者，可加桃
仁、当归以养血和血，润肠通便；痔疮出血属胃肠燥热者，可
酌加槐花、地榆以凉血止血；燥热伤津较甚者，可加生地、玄
参、石斛以增液通便。
肿瘤患者从临床观察来看多是全身属虚、局部为实；因虚
致实，又因实致虚，则大肠传导无力，导致便下无力艰涩难行，
变化多端，病因病理复杂。化疗同时多损伤人体的正气，多导
致肠道无力，便下艰涩难行，麻子仁丸加减对肠府燥热，津伤
便结兼气血亏虚型便秘有较肯定的调理作用。
参考文献：

为君药。肺与大肠相表里，故配杏仁降肺气，则大肠畅，并能
润肠通便；白芍养血益阴，缓急和里，助麻仁润肠通便，共为

[1]车文一,金泰日,张良和,等.苦杏仁提取物的抗癌作用及其对移植性肝癌小

臣药。大黄泻热通便，枳实破结、厚朴除满，共为佐药。以蜂
蜜为丸，取其甘润性缓，既助火麻仁润肠通便，又可缓和攻下

学报,1987(4)

之力，为佐使。诸药合用，共奏润肠泄热，行气通便之效。本
方即小承气汤加白芍、杏仁、麻仁、蜂蜜而成。虽用小承气泄
热通便，但朴、黄用量轻，又配白芍、杏仁、麻仁等甘润之品，
诸药和而为丸，
“丸者，缓也”，始服 10 丸，依次渐加。此方
润肠与泻下并举，攻润相合，以润为主，润而不腻，下不伤正。

鼠肝脏细胞色素 P-450 含量和谷胱甘肽 S-转移酶活性的影响[J].延边医学院

[2]丁玉玲.大黄蒽醌类的研究概况[J].时珍国医国药,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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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温阳复脉汤治疗慢性心律失常的疗效观察
The efficacy of the self-made Wenyang Fumai decoction on
the chronic arrhythmia patients
陈 和 1 李爱杰 2 巫静娇 3
（1.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卫生院，广东 汕头，515100；2.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人民医院，广东 汕头，515800；
3.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医院，广东 汕头，5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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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温阳复脉汤治疗慢性心律失常的疗效。方法：随机将本院收治的慢性心律失常患者分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共 120 例，治疗组采用温阳复脉汤治疗，对照组采用盐酸异丙肾上腺素片；均服药 1 个月，用心电图检查两组治疗后的心
率变化，并进行临床疗效对比分析。结果：对照组在改善临床症状、心率、纠正异常心电图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给予自拟温阳
复脉汤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2.5%，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自拟温阳复脉汤治疗慢
性心律失常疗效显著，且安全可靠，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 慢性心律失常；温阳复脉汤；中医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arrhythmia of the Wenyang Fumai decoction curative effect. Methods:
120 exampl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acceped WenyangFu pulse decoction,
control group accepted isopropyl adrenaline hydrochloride. After 1 month,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compared. Results: Control group had a
better effect on clinical symptoms, heart rate, correct the abnormal electrocardiogram (ecg).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100%,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total was 82.5%,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Wenyang Fumai
decoction has better effect on chronic arrhythmia patients, it is worthy of wide dissemination.
【Keywords】 Chronic arrhythmia; Wenyang Fumai decoction;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39
缓慢型心律失常是临床常见病症，以心率缓慢、心室率低

两周为 1 个疗程，连服 2 个疗程。对照组给予盐酸异丙肾上腺

于 50 次/min 为特征的一类心律失常。临床多见于窦性心动过

素片，舌下含服：10mg/次，3 次/d，两周为 1 个疗程。

缓、房室传导阻滞、室性逸搏、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等。常多继

1.3 观察指标
连续观察 30d 的临床症状，24h 动态心电图，静息状态下

发于冠心病、心肌炎、高血压心脏病等，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病
症，在中医学中属心悸、胸痹、迟脉等范畴 。本院收集 2009

心电图，肝肾功能及血脂变化。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治疗慢性心律失常病人 80 例，并设

1.4 疗效标准[2]

[1]

显效：较用药前平均心率每分增加多于 10 次且临床症状

西药对照组 40 例进行对比观察，现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门诊及住院病人的病例。

消失。有效：较用药前平均心率每分增加多于 5 次且症状好转，
无效：用药前后症状无明显改善，心率增加小于 5 次/min，或
未增加，心电图无改善。
1.5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进行资料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参照 2001 年 6 月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专业
委员会制定的《中医心病诊断疗效标准与用药规范》。本院共

方检验，检验标准 α＝0.05，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入选慢性心律失常病人 120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80 例，

2

男 42 例，女 38 例，平均（55.8±14.7）岁；平均病程（6.1±
1.3）年；其中窦性心动过缓 25 例，房室传导阻滞 19 例，室性
逸搏 16 例，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20。对照组 40 例，男 21 例，
女 19 例；平均（53.9±12.5）岁，平均病程（5.9±1.3）年；

结

果

两组疗效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x2＝15.206，
P<0.01）
，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其中窦性心动过缓 11 例，房室传导阻滞 9 例，室性逸搏 12 例，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8 例。两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对照组

40

12（30.0）

21（52.5）

7（17.5）

1.2 方法

治疗组

80

34（42.5）

46（57.5）

0

治疗组予以自拟温阳复脉汤，组方：附子 15g，麻黄 6g，
肉桂 6g，桂枝 15g，葛根 15g，薤白 9g，黄芪 50g，党参 30g，
丹参 15g，川芎 10g，炙甘草 10g，浮麦 30g。1 剂/d，煎服，

3

讨

论

慢性心律失常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和并发症，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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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比较复杂，主要是心脏的起搏电流、心脏起搏传导障碍。
该病症属中医心悸、胸痹、迟脉范畴，主要与心肾阳虚有关[3]。
目前对缓慢性心律失常的治疗，临床尚无更有效的办法，西药

等优点，提高了发源病的治疗效果及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虽起效迅速，但西药的肾上腺受体兴奋

[1]阿依木莎•麦海提,阿布都克力木•麦麦提.临床探讨慢性心律失常的治疗

剂、抗胆碱类药、拟交感胺类药、激素等药物的其副作用较大，

与研究[J].中外医学研究,2012,10(22):123

患者不易接受，且此类药也不宜长期应用，临床上除部分病情

[2]焦富英,曲洪兰,金迎.自拟升率汤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J].中医药学刊,

严重不得不接受安装起搏器外，多数病人早期得不到恰当有效

2005,23(6):1149

的怡疗，因此不能有效的缓解病情和减轻症状。起搏器虽能直

[3]李国庆.参仙生脉口服液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 20 例[J].中医临床研究,2011,

接快速改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患者的痛苦但由于费用较昂贵，

3(13):44-45

[4-6]

多数人不能承受

，本院针对缓慢性心律失常的临床表现及辅

[4]于宝峰,钱春兰.复脉养心汤治疗慢性心律失常 60 例临床研究[J].中西医

助检查结果，应用中医中药进行系统临床研究，通过对病因病

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5,3(4):361-362

机探索，进行整体调节，采用温阳益气，标本兼治的方法进行

[5]张敬翠,刘汉利,刘辉.补阳生脉汤治疗慢性心律失常 45 例[J].心血管康复

治疗，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

医学杂志,2002,11(1):82-83

总有效率为 82.5%，由此可见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自拟温

[6]刘学平.温阳活血法治疗老年慢性心律失常 65 例疗效观察[J].光明中医,

阳复脉汤在提高心率的同时，其临床症状和整体素质有明显改

2009,2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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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西药相比体现了中药安全、有效、副作用小、疗效持久

92 例消化性溃疡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观察分析
Clinical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92 cases of peptic ulcer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蔡永红
（湖南省桑植县民族中医院，湖南 桑植，427100）
中图分类号：R5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70-02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中西医结合对消化性溃疡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170 例消化性溃疡病患分为
I、II 两组，I 组 78 例予以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奥美拉唑常规西药治疗，II 组 92 例予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即常规西药结合半夏
泻心汤。结果：II 组各症状消退时间均明显短于 I 组，P<0.05；II 组总有效率（94.57%）明显高于 I 组总有效率（80.77%）
，P<0.05；
II 组 Hp 转阴率（93.48%）明显高于 I 组转 Hp 阴率（71.79%），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性溃疡可加快疾病的恢复，
减少疾病的复发，并提高其治愈率。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消化性溃疡；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treating peptic ulcer. Methods: 17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 to I, II
group, in group I, 78 patients were given amoxicillin, clarithromycin, omeprazole; in group II, 92 were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that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Results: Group II symptoms subsided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 group
I, P<0.05; group II total efficiency (94.5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I total efficiency (80.77%), P<0.05; group II turn
Hp overcast (93.4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roup I turn the Hp negative rate (71.79%), P<0.05. Conclusion: Integrative medicine
peptic ulcers can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of the disease, reduce the recurrence, and to improve the cure rate.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Peptic ulcer;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0
消化性溃疡包括胃溃疡（GU）与十二指肠溃疡（DU），
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以长期性、节律性及周期性上
腹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1]。其发病原因复杂多样，治疗上易反
复发作或迁延不愈[2]。对我科 2009 年 2 月～2011 年 6 月收治
的 92 例病患予以常规西药结合半夏泻心汤治疗，并与 2007 年
5 月～2009 年 1 月单用常规西药治疗的 78 例病患对比，结果

满意，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I 组 78 例，其中 46 例男性患者，32 例女性患者；年龄 20～
64 岁，平均（45±4.25）岁；病程 2 个月～13 年；52 例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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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I 组 78 例中 56 例转阴，II 组 92 例中 86 例转阴，II 组转

16 例 DU，10 例复合型溃疡；II 组 92 例，其中 53 例男性患者，
39 例女性患者；年龄 19～65 岁，平均（44±3.85）岁；病程 3
个月～14 年；57 例 GU，21 例 DU，14 例复合型溃疡；对比 I、
II 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及病种无明显差异，P>0.05。

阴率（93.48%）明显高于 I 组转阴率（71.79%）
，P<0.05。
3

讨

论

消化性溃疡主要因胃酸、Hp 等因侵袭因子增强及胃粘膜

1.2 诊断标准[3]
①现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灼痛症状，及上腹局部压

防御因子减弱所致的消化系统常见疾病，溃疡可累及粘膜、粘

痛体征，且运用抑酸治疗可缓解；②钡餐造影可见龛影，内窥

膜下、肌层，导致患者出现节律性、周期性的慢性上腹灼痛及

镜下可见溃疡病灶，幽门螺杆菌（Hp）检测阳性。

嗳气、反酸、腹胀等临床表现，若未及时、有效地治疗，可引

1.3 治疗方法

起胃肠穿孔、大出血、幽门梗阻甚至癌变等并发症。西医以减

I 组，口服克拉霉素，0.5g/次，奥美拉唑，0.04g/次，阿莫

缓临床症状体征、促进溃疡愈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防止

西林，1.0g/次，均 2 次/d，两周 1 个疗程，服用 1 个疗程后，

疾病复发为主要治疗原则，以抑酸、抗菌及保护胃黏膜为主要

停用阿莫西林与克拉霉素，奥美拉唑减量至 0.02g/次，1 次/d，

治疗方案，常用药物包括 PPI 类、抗生素类、粘膜保护剂、抗

维持 4 周。II 组，在 I 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半夏泻心汤，组方：

酸剂等。但由于抗生素的广泛运用，使得越来越多的患者产生

半夏 10g，黄连 3g，大枣 3 枚，人参 15g，干姜 6g，黄芩 12g，

耐药性[5]。从而降低了疾病的治愈率，提高了疾病的复发率，

炙甘草 6g，黄连 3g。随证加减，气郁阻滞者：加青皮、陈皮、

同时也增加了患者精神上、经济上的压力。

香附各 10g，川楝子 12g；气滞血瘀者：加郁金、当归、檀香

消化性溃疡属祖国医学“胃脘痛”
、
“嘈杂”
、
“反胃”
、
“痞

各 10g，丹参 15g；脾胃虚弱者：加陈皮、白术各 10g，茯苓

满”范畴，以胃脘疼痛为主要症状。其病机复杂多样，多因情

12g，砂仁 3g；脾胃虚寒者：加白术、高良姜各 10g，川椒 3g，

志失调、饮食不节、疲乏劳累而致溃疡病，溃疡久治不愈、反

茯苓 12g，1 剂/d，水煎温服，以 2 周为 1 个疗程，服用 3 个疗

复发作，则消耗血气、损伤脾胃，久则气血两亏，不能御邪生

程。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宜饮食清淡，忌食刺激性食物，治疗

肌，而致脾胃虚损、胃气失和，故治疗宜扶正祛邪、理气和胃[6]。

6 周后复查胃镜及 Hp。

半夏泻心汤出自《伤寒论》，方中以半夏为君药，用以降逆止

1.4 疗效评判

呕、理气和胃，黄芩、黄连用以清热解毒、泻火燥湿，干姜用

[4]

治愈：腹痛、嗳气、反酸、腹胀等症状消失，上腹压痛体

以温中散寒，大枣、人参、炙甘草用以益气补血、甘温益脾。

征消失，辅助检查示，镜下溃疡消失，Hp 检查转阴性；有效：

如此辛开苦降、攻补同施、寒热并用，共奏扶正祛邪、理气和

腹痛、嗳气、反酸、腹胀等症状改善，上腹压痛体征好转，辅

胃之效。现代药理研究证明[7]，本方可通过抑制胃黏蛋白低，

助检查示，镜下溃疡面积缩小≥50%，Hp 检查阳性或阴性；无

增强胃粘膜的屏障作用，并促进胃粘蛋白的分泌与粘膜细胞的

效：腹痛、嗳气、反酸、腹胀等症状及上腹压痛体征无变化或

再生，从而促进溃疡愈合。此外，甘草既可调和诸药，其成份

加重，辅助检查示，镜下溃疡面积缩小<50%或增大，Hp 检查

中的生胃酮，又可促进胃黏膜的再生。黄连、黄芩可抑制、杀

阳性；

灭幽门螺杆菌，并保护胃黏膜。
本文统计结果显示，II 组总有效率及 Hp 转阴率均高于 I

1.5 统计学处理
运用 SPSS12.0 软件包，数据以 x ± s 表示，各组均数运用

疗消化性溃疡可加快疾病的恢复、减少疾病的复发，并提高其

卡方检验，P<0.05 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组，患者症状消退时间均短于 I 组，由此可见，中西医结合治
治愈率。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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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94.57%）明显高于 I 组总有效率（80.77%）
。
2.3 I、II 两组治疗后 Hp 转阴率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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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症
Treating tubal obstruction infertility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张之霞
（河南省新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技术中心，河南 新乡，453003）
中图分类号：R27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72-02

【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输卵管梗阻与不孕症的因果关系及治疗效果。方法：本组采用综合治疗法：突击消除炎症，中医
中药，远红外线理疗和围经期药物治疗等。结果：本组 168 例；治愈：治疗期间怀孕（3 个月内）48 例，占 28.57%，有效 92 例，
占 54.76%，总有效率为 83.33%，无效 28 例。无效者建议输卵管介入术或 FIA 治疗，通过 1 年回访妊娠 135 例，占 80.36%。结论：
“综合疗法”治单纯性输卵管阻塞疗效显著，价格低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综合疗法；输卵管梗阻；不孕症；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bal obstruction and infertility. Methods: TCM therapy and far
infrared therapy and menstrual medicine were applied. Results: Among 168 patients, the pregnant for 48 in 28.57%, effective for 92 in
54.76%, total efficacy in 83.33%, none for 28. During one year, 135 were pregnant in 80.36%. Conclusion: Multi-therapy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infertility.
【Keywords】 Multi-therapy; Tubal obstruction; Infertility;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1
输卵管疾病性不孕是女性不孕症的主要病因，约占不孕症

次，月经期停用。④月经期输液 5～7d 常用药有甲硝唑、替硝

妇女的 30%～50%。我中心从 1999 年 9 月～2010 年 4 月采用

唑、青霉素磷霉素钠盐、氨苄西林等，对症用药。⑤月经干净

碘油造影确诊为输卵管梗阻不孕，然后通过自拟的“综合治疗

3～7d，通液术 1～2 次，诊治并行，常用药有复方丹参注射液。

法”施治，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鱼腥草注射液（皮试后），黏连严重者用氧氟沙星注射液、磷

1

资料与方法

霉素针剂等药。
1.4 输卵管通畅度的判断

1.1 资料与来源

①通畅：注入造影剂 10～20ml 无阻力或稍有阻力，X 线

从门诊不孕妇女中筛选出月经规律。B 超检查排卵。抽血

下见造影剂自输卵管伞端溢出，输卵管不见膨胀或稍有膨胀，

化验无抗体，丈夫精液检验正常、抗体阴性，通过输卵管造影

②不通：推注阻力大，未加压时注射器内有返流，阻塞端输卵

术确诊为单纯性输卵管梗阻性不孕妇女，共 168 例。平均年龄

管膨大，伞端未见造影剂溢出。

28（23～42）岁，不孕时间 3.1（2～6）年。其中原发不孕症
58 例，继发不孕 110 例。
1.2 子宫输卵管造影

2

结

果

2.1 治疗效果判断
治愈：治疗期间怀孕者；有效：通过 1～3 个月治疗输卵

月经干净 3～7d，X 线检查。床上取截石位，常规消毒，
铺无菌洞巾，宫颈钳拉子宫成中位，将前端带有气囊的导管插

管通畅者；无效：经 3 个月治疗输卵管仍不通者。

入子宫颈口，充满气后注入造影液，在影光上强视下以全面了

2.2 结果
本组 168 例，治愈：治疗期间怀孕（3 个月内）48 例，占

解子宫大小、形态及输卵管走行，选择合适造影时间拍片，24h
再次拍片。
1.3 综合治疗法
①突击消除炎症。对霉菌性阴道炎窥器扩张阴道后，用 4%
温 NaHCO3 溶液 250～500ml 充分冲洗阴道，再用长棉签擦洗
宫颈、阴道，拭干后放置霉菌栓 1 枚，治疗 1 次/d，同时口服

28.57%，有效 92 例，占 54.76%，总有效率为 83.33%，无效
28 例。无效者建议输卵管介入术或 FIA 治疗，通过 1 年回访
妊娠 135 例，占 80.36%。
3

讨

论

制霉菌素片 100 万 U，3 次/d，连用 3d。对滴虫性阴道炎，每

输卵管梗阻大多系炎性粘连，发生的原因往往是病原体感

天用 1%温乳酸溶液 250～500ml 冲洗阴道，拭干后于阴道后穹

染，病原体主要有：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有时为淋

窿置甲硝唑栓 1 枚，连用 3d。对支原体、衣原体性阴道炎用强

球菌、变形杆菌、肺炎球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引起，最易感

力霉素（12h/次，100mg/次）或阿奇霉素（24h/次，5mg/次，

染的时间是产后、流产后或月经后，有时与不严格的无菌手术

首次加倍）。其他尿道感染采用阿莫西林、吡哌酸片等药，按

操作有关，也有时病原体已寄生在了宫颈或阴道内（霉菌·滴

说明服用 5～7d。②对没有上述炎症或突击消炎后，采取口服

虫），借手术操作机会而上行感染，不洁的性交、经期性生活

中成药妇乐冲剂、复方丹参片、胎盘片，金鸡片等药因病施治，

都可以引起感染，发生输卵管炎性粘连少数患者系邻近器官的

20～25d 为 1 个疗程。③远红外线理疗器理疗。自购 1 台（50

炎症直接蔓延而来，往往先发生在输卵管内膜，引起内膜肿胀、

元左右 1 台）家庭型远红外线理疗器，早晚各 1 次/d，0.5～1h/

（下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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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养阴活血中药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DN）
临床效果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DN with the TCM decoction of
Yiqi Yangyin Huoxue
（湖北省建始县中医院，湖北

闾建华
建始，445300）

中图分类号：R5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73-02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观察益气养阴活血中药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DN）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56 例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分为
两组，第一组仅对患者进行基础治疗，第二组除了对患者进行和第一组相同的基础治疗外，还服用益气养阴活血的中药对患者进
行辅助治疗，3 个月之后测试两个组各项指标情况，然后根据其确定疗效。结果：第一组和第二组的治疗效果有显著差异，后者
的治疗效果总有效率达到了 92.9%，而前者为 71.4%。结论：益气养阴活血的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改善患者临
床症状，此法值得大力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 益气养阴活血；早期糖尿病肾病；尿白蛋白；气阴两虚血瘀证；消渴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DN. Methods: 56
patients with early D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wo groups were all treated by modern medicine, While additionally add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second groups, after three months, test indexes of two groups. Results: The latter treatment of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2.9%, and the former is 71.4%. Conclusi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Keywords】 Yiqi Yangyin Huoxue decoction; Early DN; Urinary albumin; Qi and Yin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Diabet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2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是糖尿病患者死
[1]

亡的重要原因 。随着糖尿病治疗的不断改进，死于糖尿病急
性并发症的患者者已经大为减少了，患者的生命明显地得到了
延长，然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率
却明显地增高。笔者就利用益气养阴活血中药与基础治疗方案
相结合的方法对现有的 56 例患者进行分组治疗的情况进行如

2

方

法

2.1 治疗方法
两组均给予基础治疗，但第 2 组在第 1 组的基础上给予益
气养阴活血汤，之后测试两组病人的各项指标。
2.2 试验测试指标
记录治疗前后尿白蛋白排出量，空腹血糖量，高、低密度

下报道。

脂蛋白的变化。

1

2.3 治疗效果评定标准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8～2010 年于我院诊断为早期糖尿病肾病并住院

参照《中药新药治疗消渴病（糖尿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和《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西医诊治学》的相关原则制定得
评定标准[3]，可分为：①显效：各种病理症状基本消失，患者

进行治疗的患者 56 例，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30 例，年龄均

恢复健康。②有效：各项病理指标有所减轻，患者部分恢复健

在 34～70 岁，平均年龄为 59 岁，病程为 2～8 年，平均病程

康。③无效：患者的症状没有得到好转，各项指标没达到标准。

为 4 年，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职业、

2.4 数据处理

家庭婚姻状况、病程及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均没有显著性差
异。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符合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确立的糖尿病
诊断标准，符合糖尿病肾病诊断分期标准属于早期糖尿病期[2]。

数据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来表示，
两组间采用 t 检验。
3

结

果

经过治疗之后，只进行基础治疗的治疗组的各项指标有部

中医诊断标准：符合《中药新药治疗消渴病（糖尿病）的临床

分好转，但效果不明显；而基础治疗和益气养阴活血中药相结

研究指导原则》中气阴两虚血瘀证诊断标准。

合的的治疗组，在治疗前后相比较，效果较明显，有明显的好

1.3 排除标准

转迹象，其与只进行基础治疗的患者相比较，差异较明显。见

有肝肾方面的其他的严重原发疾病患者；对本疗程药物过
敏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有严重高血压患者及精神病患者。

表 1。
对于两组的临床效果相比较，仅进行基础的治疗组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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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71.4%，而基础治疗和益气养阴活血中药相结合的的治疗

病肾病的治疗具有更好的疗效。见表 2。

组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2.9%，表示第 2 种治疗方案对早期糖尿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指标比较
组别

时间

第1组

第2组

尿白蛋白排出量（mg/24 h）

空腹血糖量（mmol/L）

治疗前

250.6±15.2

9.25±1.21

1.23±0.51

3.46±0.97

210.4±16.7

7.23±1.01

1.47±0.73

2.97±0.59

治疗前

248.9±19.8

9.42±1.15

1.22±0.43

3.57±0.86

治疗后

147±14.3

6.34±1.17

1.69±0.65

2.31±0.85

病的恶化速度下降。加之我院做的一系列观察，都表明了益气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第1组

28

14

6

8

71.4%

2

*

28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治疗后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临床疗效比较

第2组

高密度脂蛋白（mmol/L）

23

3

92.9%

养阴活血中药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此法值得大力推广与
应用。
参考文献：

*

注：与第 1 组比较， P<0.05。
[1]佟丽娟.益气养阴活血汤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1,

4

讨

论

5(6):85-86

迄今为止，对于糖尿病肾病引起的肾损害进展，西药尚无
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案；加之，糖尿病肾病终末期进行的透析和

[2]余义福.益气养阴活血中药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36 例疗效观察[J].福建中
医药大学学报,2010,2(6):8-9

肾脏移植手术 ，其高昂的费用以及稀缺的肾源，使得许多患

[3]朱秀.益气养阴活血方治疗糖尿病肾病 30 例疗效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

者濒临绝望的边缘；然而由于中医的五运六气，气血精津液学

2011,9(20):147-149

说，使得中医和中药在延缓病情和保护肾脏的方面存在相当大

[4]崔爱国.益气养阴活血法治疗糖尿病肾病疗效观察[J].临床医学,2012.12

的优势。

(23):21-22

[4]

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人员证实中医的辨证论对于治疗早期
糖尿病肾病，能明显改善临床症状，也能够使尿微量白蛋白和

[5]龚保文,纪玉亮,黄明非.益气养阴活血法联合西药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60
例临床观察[J].中医杂志,2012,53(12):1032-1034

血肌酐明显减少，改善肾的功能，这对于控制糖尿病肾病的恶
化有积极的作用。并且据有关数据显示，其可使早期糖尿病肾
病患者 85%的尿白蛋白恢复正常[5]，并可使临床肾病、肾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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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质水肿、充血及渗出等病变，输卵管粘膜上皮因炎症而脱落，
使粘膜互相黏连，导致管腔闭锁而不孕。

中西医综合治疗输卵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它充
分发挥中医药的治疗优势，也撷取了现代西医的诊断技术，内

对输卵管梗阻的病因分析及治疗：该病的西医病因是病原

外同治，取长补短，多途径给药，提高临床治愈率，并且所有

体感染，在用药前先通过实验室查明病原体类型，必要时通过

用药均为成品药（价格低廉），解决了自备药时繁琐劳动和数

细菌培养及药敏进行针对性用药。一般细菌感染造成的，常用

量不统一，易感染细菌等弊端。

药有甲硝唑、氟哌酸、青霉素等。霉菌性用制霉菌素。支原体、
衣原体感染用强力霉素、阿奇霉素等。

以上治疗方案适用于各年龄组的输卵管阻塞患者，但不孕
年限越短，治愈率越高，3 个疗程未愈仍可取得疗效。

该病的中医病机特点是脓球的瘀滞闭阻。活血化瘀、清热

一般来讲，经 3 个疗程的综合治疗，未取得明显效果，应

解毒、行气通络是本病治疗的关键。对不通患者应采用局部辨

建议其进一步行宫腔镜、腹腔镜等多方面的检查，进一步的明

病和全身辨证相结合，灵活用药。治疗方案中的内服用药基本

确诊断，以免贻误病情。输卵管严重黏连梗阻者，建议进行输

以活血化瘀为主，主要采用现有中成药复方丹参、胎盘、鱼腥

卵管介入术或 FIA 治疗。

草、板蓝根、花红妇乐冲剂等。
远红外线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血运，减少炎性细胞侵

参考文献：

润，对抗粘膜上皮细胞变性坏死，从而改善其组织的低氧状态，

[1]柯应夔.临床妇科学[M].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021-1023

抑制结缔组织增生，对盆腔常见的致病菌有强烈的杀灭作用，

[2]韩丽珠.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 60 例分析[J].浙江中西医结合

增强内服药力通达病灶，提高药物单位时间内的生物利用度。

杂志,2001,11(2):123-124

全方位有改善微循环和推陈致新的作用。宫腔注药可贯通

[3]张小玲,冯冰虹,赖远征,等.活血逐瘀胶囊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药理

输卵管管腔，疏通管壁，丹参促进血液循环，抑菌消炎，降低

实验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6,24(6):1100-1102

细胞聚集性。胎盘片、板蓝根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等增强其

[4]赵广兴,王春田,马宝璋,等.通络助孕方对慢性炎症大鼠输卵管的影响[J].

活血化瘀，加速水肿消失，清热解毒之效，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辽宁中医杂志,2003,30(8):619-622

松解炎性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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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老年中风后遗症
Treating senile stroke sequelae in TCM
苏海燕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内蒙古 呼伦贝尔，021000）
中图分类号：R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75-02

【摘 要】 目的：运用中医药治疗老年中风后遗症。方法：采用中药水煎剂健脾化湿，补肾养髓，养血活血治疗。结论：采
用中药水煎剂治疗老年中风后遗症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中医药；中风；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treat stroke sequelae in TCM. Methods: To select TCM medicine good at Jianpi Huashi, Bushen Yangsui
and Yangxue Huoxue for treating. Conclusion: TCM medicine is good at treating enile stroke sequelae.
【Keywords】 TCM; Stroke;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3
老年人中风后多留有肢体语言功能障碍，行动迟缓，大脑

生理功能也随之减弱，表现为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钝、面色

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患肢浮肿，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甚则

苍白等阳虚症状。老年中风后遗症患者肾虚精亏者多见，故补

生活不能自理，常需多人照料。对于中风后遗症临床治疗多已

肾填精为治病之要。

康复训练为主，临床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笔者临床以口服中
药治疗中风后遗症患者多年，有一定疗效。
中风后遗症患者病程较长，大病久病之后，脏气已伤，正
气日损，正气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且“风火痰瘀”等病邪久
恋不去，必致其虚。中风病患者大多年老体衰，数病缠身，多

从临床情况看，老年中风后遗症患者多表现：①脾虚湿盛；
②肾精不足；③肝虚血瘀，三种证型。临床治疗方法：健脾化
湿，补肾养髓，养血活血。
1

健脾化湿
方药：黄芪 20g，白术 15g，茯苓 15，陈皮 12g，白豆蔻

脏已亏，正气日虚，脏腑功能低下，肾中精气不足，且此时标
实阶段已过，虚阳得平，相火得敛，本虚之症显露，正气虚弱，

12g，枳壳 12 薏苡仁 30g，胆星 12g，天麻 12g，菖蒲 15g，郁

肾精不足，此时之治应重视扶正气，益肝肾，养精血，强脾胃，

金 12g，川芎 15g，水煎服，1 剂/d。方中茯苓健脾渗湿，白豆

使气血充旺，而肌肉筋骨得养，对肢体之萎废失灵僵硬不利可

蔻芳香化湿行气宽中，薏苡仁甘淡性寒，渗利湿热而健脾，陈

起到康复作用。

皮理气燥湿，枳壳行气消痰，白术健脾化湿。川芎辛香走窜，

《医宗必读》说：“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

能上行头巅，下达血海。有祛风通络活血行气之功。白术，扶

陈于六腑而气至，合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

脾健脾，配合茯苓、山药有健脾利湿之效。黄芪有清除自由基，

故曰后天之本在脾”。脾主运化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

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免疫力作用。

气血可养脑荣脑。《医林改错》云：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

病案举例：患者甲，男 75 岁，1 年前因急性脑梗死于当地

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髓上行人脑，名曰脑髓，髓的生

医院治疗，治疗后遗留左侧肢体功能障碍，言语不清，近日出

成离不开水谷精微的充养濡润。脾胃虚弱，受纳运行功能失常，

现左上下肢肿胀，乏力，痰多，活动无力，活动后气短，纳差，

津液精血生化之源不足，肌肉筋脉失养，则肢体萎软不用，不

舌质淡胖有齿痕，苔白腻，脉滑。查体：心率 80 次/min，律齐，

易恢复。若脾胃功能健旺，饮食得增，气血津液充足，脏腑功

无病理性杂音。左上下肢肌力 3 级，肌张力增强。左侧病理反

能转旺，筋脉得以濡养，有利于肢体功能的恢复。故治萎独取

射阳性。据其症舌脉表现辨证：脾虚湿盛，痰湿阻络。治则：

阳明。临床多见脾虚湿盛病人，健脾化湿法治疗常可获效。

健脾化湿。方药：黄芪 20g，白术 15g，茯苓 15g，陈皮 12g，

肝在体合筋，其华在爪。肝的血液充盈，才能养筋，筋得

白豆蔻 12g，枳壳 12g，薏苡仁 30g，胆星 9g，天麻 12g，菖蒲

其所养，才能运动灵活有力。《内经》曰：目受血而能视，足

15g，郁金 12g，川芎 15g。水煎服。治疗期间随症加减。治疗

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四肢不收，由荣

1 个月，肢体语言功能有所恢复，下肢肿胀消失，已无乏力等

血病，不能灌养故也。肢体运动能量的来源，全赖于肝的藏血

症。查体左上下肢肌力 4 级，肌张力增强减轻。

充足和调节血量的作用。如果肝的气血衰少，筋膜失养，则表
现为筋力不健，运动不利。故临床益肝养血、活血通络为法治
疗中风后遗症患者常可获效。

2

补肾养髓
方药：熟地 12g，山药 15g，枸杞 15g，牛膝 12g，旱莲草

肾藏精，主骨生髓，是脑髓的重要来源，脑与肾的关系十

12g，芡实 15g，杜仲 10g，络石藤 10g，桑寄生 12g，益智仁

分密切。肾阳旺则全身之阳旺盛，肾阳衰则全身之阳皆衰，肾

15g，菟丝子 10g，山萸肉 10g，水煎服，1 剂/d。
“精不足者补

阳亡则全身之阳皆灭。临床上如果肾阳不足，则全身新陈代谢

之以味”，方中熟地、首乌、桑寄生填精益肾，益智仁醒脑益

功能下降，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功能均减弱。脑的

智。何首乌有补肝益肾、养血祛风之效。覆盆子，甘、酸、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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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归肝、肾经，功效益肾、固精、缩尿。芡实有固肾涩精、

15g，葛根 12g，当归 12g，白芍 10g，川芎 15g，丹皮 15g，伸

补脾止泄之力。《本草求真》中说：芡实如何补脾，以其味甘

筋草 15g。1 剂/d 水煎服。方中当归味厚，为阴中之阴，故能

之故；芡实如何固肾，以其味涩之故。惟其味甘补脾，故能利

养血，补血养肝，柴胡疏肝解郁，川芎行气活血，助柴胡以解

湿，惟其味涩固肾，故能闭气，而使遗带小便不禁皆愈。功与

肝经之郁滞。枳壳理气行滞，白芍甘草养血柔肝，甘草兼调诸

山药相似。山茱萸，酸，微温，补肝肾，固虚脱，益元阳，补

药，亦为使药之用。丝瓜络通经络和血脉，化痰顺气。葛根有

元气，固元精，壮元精。《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说：山茱萸，

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流量和降压作用。木瓜和伸筋草补养肝

大能收敛之气，振作精神，固涩滑脱，收涩之中兼具条畅之性，

血，活血通络。丹皮凉血活血。

故又通利九窍，流通血脉。山药健脾，固肾益精，《本经》主

病案举例：患者丙，男，62 岁，1 年前患急性脑梗塞，目

伤中，补虚，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

前遗留右侧肢体功能障碍，麻木，言语不清，口角歪斜，头晕

明。

偶发头痛两目干涩，性情多疑，舌质暗，苔白，脉弦细。查体：

病案举例：患者乙，女，70 岁，2 年前患急性脑梗塞，治

心率 85 次/min，律齐，无病理性杂音。左上肢肌力 3 级，左下

疗后遗留右侧肢体功能障碍，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近 1 年逐

肢肌力 4 级，肌张力增强。左侧病理反射阳性。辨证：肝郁血

渐出现腰膝酸软无力，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遗尿尿频，神

虚，筋脉失养。治则养血活血。方药：柴胡 10g，枳壳 12g，

疲，头晕，神情呆滞，舌质红，少苔，脉细弱。查体：心率 78

郁金 15g，木瓜 15g，丝瓜络 15g，白术 15g，葛根 12g，当归

次/min，律齐，无病理性杂音。左上下肢肌力 3 级，肌张力增

12g，伸筋草 15g，白芍 10g，川芎 15g，丹皮 15g。1 剂/d，水

强。左侧病理反射阳性。据其症舌脉辨证肾精不足。治则补肾

煎服。治疗后，患者右侧肢体功能障碍减轻，无肢体麻木，言

养髓。方药：熟地 12g，山药 15g，枸杞 15g，牛膝 12g，旱莲

语不清症状减轻，情绪稳定，无烦躁易怒。左上肢肌力 4 级，

草 12g，芡实 15g，山萸肉 10g，覆盆子 12g，桑寄生 12g，益

左下肢肌力趋于正常。

智仁 15g，
。何首乌 12g。水煎服。治疗后腰膝酸软减轻，肢体
活动较有力，反应迟钝减轻，记忆力减退减轻，无遗尿，尿频

苏海燕（1970-），女，第一作者，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内蒙古呼

减轻，无头晕，左上下肢肌力 4 级。
3

作者简介：

伦贝尔市中蒙医院。

养血活血
方药：柴胡 10g，枳壳 12g，郁金 15g，木瓜 15g，丝瓜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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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桂枝茯苓丸（汤剂）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急性期 36 例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6 cases of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in Flavored GFW
张绍芬
（高要市人民医院，广东 高要，526040）
中图分类号：R5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76-02

证型：GBD

【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桂枝茯苓丸（汤剂）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急性期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2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治疗组采用加味桂枝茯苓丸（汤剂）配合常规西医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西医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7.2%，对照组
83.3%，两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显著（P<0.05）
。结论：加味桂枝茯苓丸（汤剂）治疗肺心病急性期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加味桂枝茯苓丸；汤剂；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flavored GFW (decoct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acute phase of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7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flavored GFW (decoction)
with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using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alone.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7.2% and 83.3% of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acy,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GFW
(decoct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of cor pulmonale.
【Keywords】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Flavored GFW; Decoction;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4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是指由肺组织、胸廓或

肺动脉系统病变引起的肺动脉高压，伴或不伴有右心衰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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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疾病。肺心病是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平均患病率为 0.48%，

5

病死率在 15%左右[1]，单纯西医治疗疗效欠佳。笔者于 2007～
2011 年间收集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急性期 72 例，在常规西医治
疗基础上运用加味桂枝茯苓丸（汤剂）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
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论

肺心病多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继发，约占 80%以上，发病
的诱因多为肺部感染，继而出现咳嗽、咯痰、气促、心悸、乏
力、水肿等症状体征，现代病理研究表明，心血管构型重建、
肺小动脉炎、肺泡壁毛细血管床破坏和减少、肺小动脉原位血
栓形成等病理变化最终导致肺动脉高压；我科多年以来，通过

临床资料
72 例均为我院住院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所有病例均符

合 1980 年第 3 次全国肺心病专业会议修订的肺心病急性期的
诊断标准[2]及中医病症诊断疗效诊断标准[3]。治疗组 36 例中，
男 21 例，女 15 例；年龄 48～81 岁，平均 64.5 岁；病程 10
年以上 17 例；合并心力衰竭 13 例，冠心病 8 例，高血压病
15 例。对照组 36 例中，男 19 例，女 17 例；年龄 46～83 岁，
平均 67.12 岁；病程 10 年以上 20 例；合并心力衰竭 15 例，
冠心病 7 例，高血压病 14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
病情、并发症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2

讨

老中医经验、中医辨证理论及临床实践相结合，对肺心病急性
期大量病例的长期观察，大部分病例均具有舌淡暗，面色藜黑，
常伴局部肌肤甲错，心悸，气促，面部及下肢浮肿等症状，当
属痰饮瘀血互结。肺心病属中医学“肺胀”范畴。《灵枢·胀
论》
：
“肺胀者，虚满而喘咳。”
《灵枢·经脉篇》
：
“肺手太阴之
脉，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而朱丹溪则提出了本病是
痰夹淤血阻碍气机所致，《丹溪心法·咳嗽》谓：所谓“肺胀
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病夹瘀血碍气而病，宜养血以流
动乎气，降火清肝以消痰”
。肺主气，朝百脉，推动血液运行，
敷布津液以及通调水道；肺病日久水液不能正常输布，则聚而
为痰饮；肺气不利，气为血帅，血在脉中，则血脉不畅，致瘀

治疗方法

血内停。痰饮瘀血皆碍气，气滞又生瘀血痰饮。相互影响，形

对照组常规西医治疗如给予吸氧、积极治疗原发病（如抗

成了痰瘀气滞为病机的病症，是肺心病久治难愈的根本原因。

感染）、抗炎、解除支气管痉挛、改善通气、强心利尿及对症

肺心病急性期可出现发热、烦躁，甚至昏迷等痰热或热毒之象。

处理。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合用加味桂枝茯苓丸汤剂

但其病机仍然是痰饮瘀血互结为主要矛盾，热或毒仅是其标。

（方药）组成：桂枝 10g、茯苓 30g，赤芍 10g，桃仁 12g，牡

针对该病急性发作期的病机特点，朱丹溪用四物汤加桃仁、柯

丹皮 10g，麻黄 10g，杏仁 15g，葶苈子 15g，射干 15g，熟大

子、青皮、竹沥等药物施治，开创了活血化瘀治疗本病的先河，

黄 5g，甘草 6g，水煎分 2 次服，1 剂/d。发热，痰黄、口渴加

乃治病求本之法。桂枝茯苓丸出自《金匮要略》，原用以治疗

黄芩 10g，瓜蒌 10g，贝母 10g；水肿明显加熟附子（先煎）10g，

“妇人宿有症疾，妊娠胎动，漏下不止”
。方中桂枝温通经脉，

白术 15g，猪苓、泽泻各 15g；心悸较甚加干姜 10g，细辛 3g。

助阳化气；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化痰；桃仁活血祛瘀；牡丹皮

五味子 5g；痰量较多加苏子 10g，莱菔子 10g，法半夏 15g；

清热凉血，化瘀通络；赤芍“治肺邪气，血气积聚，通宜脏腑

咳嗽较重加前胡、百部各 15g。两组均 14d 为 1 个疗程，1 个

壅气，主消瘀血”
（
《药性论》
）。用此方治疗肺心病恰切病机。

疗程后根据主要临床表现、血常规、动脉血气分析及胸部 X 线，

在此方的基础上加熟大黄清泄郁热，射干散血消痰；麻黄、杏

判断疗效，并作统计学处理。

仁、葶苈子宣降肺气，化痰平喘。痰化水去，瘀血散，肺热清，
则诸症得以缓解。多项药理研究表明：桂枝具有抗炎解热、抗

3

疗效标准

病原微生物改善心功能等作用；茯苓具有抗炎、抗病原微生物、

参照第三次全国肺心病专业会议制定的肺心病急性期综

利尿作用；桃仁能改善血液流变学状态及改善血流动力学作

合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喘憋明显减轻，间断咳嗽痰易咳出，

用；赤芍有抗血小板聚集、抗炎、抗病原微生物及内毒素等作

两肺啰音明显减少，肺部炎症大部分吸收，心肺功能显著改善，

用；牡丹皮具有抗菌消炎、利尿作用；而桂枝茯苓丸全方有降

神清，生活自理，实验室检查恢复到发病前水平；好转：喘憋、

低全血黏度、降低血小板聚集、抗炎等作用[4]；上述药理研究

咳嗽减轻，痰黏不易咳出，两肺啰音减少，肺部炎症部分吸收，

证实加味桂枝茯苓丸（汤剂）治疗肺心病急性期有现代药理基

心肺功能有所改善，神清，能在床上活动，实验室检查有所改

础。总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味桂枝茯苓丸（汤剂）治疗肺

善；无效：上述各项指标无改善或恶化。

心病急性期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应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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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蓉润肠口服液对胆道手术后肠功能恢复的
疗效观察
Clinical study of Qirong Runchang oral liquid therapy with resump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afterbiliary tract surgery
李秀敏
（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北京，1000621）
＋

中图分类号：R322.4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78-02

【摘 要】 目的：研究芪蓉润肠口服液对胆道手术后肠功能恢复的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76 例胆道手术患者，按入院顺
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8 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术后 6～8h 即开始口服芪蓉润肠口服液（北京北卫药业生产）
20ml/支，20ml/次，3 次/d。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治疗后能明显改善患者腹胀、便秘等临床症状，且以上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芪蓉润肠口服液能明显调整胃肠功能，润肠通便和改善全身症状的作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无不良反应
发生，值得临床推。
【关键词】 芪蓉润肠口服液；肠功能；胆道手术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rvey effect of the resump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afterbiliary tract surgery treated by the Qirong
Runchang oral liquid. Methods: 7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adds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foundation with Qirong Runchang oral liquid; After biliary tract surgery biliary 6～8h; Shared two day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reate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symptoms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two group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difference. Conclusion: Qirong Runchang oral liquid can obviously adjust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unchang purge and improve related symptoms. It’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Qirong Runchang oral liquid; Bowel function; Biliary tract surge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5
胆道手术术中的麻醉、牵拉、腹膜刺激、术后因疼痛而拒

1.3 观察指征及方法

绝早期适度活动，早期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肠蠕动抑制，不利

术后每 2h 用听诊器观察肠鸣音 1 次，听到 4～5 次/min 较

伤口的愈合，营养及能量供应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造成患

强肠鸣音时即为肠鸣音最早恢复时间；患者主诉肛门排气或陪

者生理及心理压力；所以应引起高度重视，注重早干预，减少

护证实病人有排气即为排气时间；手术后的第 1 次大便为排便

临床并发症，显得尤为重要。我院对胆道手术患者给予芪蓉润

时间。观察病人术后有无腹痛、腹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

肠口服液治疗，效果理想，现报告如下。

厌食及其他不良反应。

1

1.4 疗效标准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自 2009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收治的 76 例胆道手
术患者，其中男性 31 例，女性 45 例，年龄 18～79 岁，平均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拟定疗效标准。显效：
用药后 8h 内即出现排气、排便，腹胀便秘减轻，食欲增加，
精神症状随之好转。有效：用药后 8～16h 出现排气、排便，

45.9 岁；胆囊切除术 54 例，胆总管探查取石 T 管引流术 22 例；

腹胀、便秘减轻。无效：>16h 仍无排气、排便。

急诊手术 28 例，择期手术 48 例。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

1.5 统计学处理

和对照组各 38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内科疾病、手术

采用 SPSS 15.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

种类、麻醉方式、手术持续时间、术中出血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各组间多重比较方差齐的用

1.2 治疗方法

LSD，方差不齐的用 Tamhane’s T2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

两组患者术后均常规禁食，观察生命体征，并根据患者症
状轻重，给予输液抗感染、对症支持处理，鼓励患者早期下床
活动。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术后 6～8h 即开始口服芪
蓉润肠口服液（北京北卫药业生产）20ml/支，20ml/次，3 次/d，
肠蠕动正常恢复，肛门排气后进食，共用 2d。

表示，使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对比情况见表 1，观察组的治
（下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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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清脑颗粒治疗失眠症 5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0 cases of anhypnosis with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李振瑞 1 李 影 2
（1.新野县中医院，河南 新野，473500；2.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河南 新乡，453003）
中图分类号：R2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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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养血清脑颗粒治疗失眠症中医属肝虚血旺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90 失眠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50
例和对照组 40 例，分别予养血清脑颗粒 4g 和安神补脑液 10ml，3 次/d 口服 4 周。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8%对照组总有效率
72.5%。结论：养血清脑颗粒治疗肝虚血旺失眠症疗效满意。
【关键词】 失眠症；养血清脑颗粒；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on treating anhypnosis. Methods: 9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0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4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nshen Bunao
liquid,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88% and 72.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anhypnosis.
【Keywords】 Anhypnosis; Yangxue Qingnao granula; Efficacy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6
失眠症是临床常见多发病，它既是其他疾病的一个症状，

1.5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组间比较

也常独立存在。失眠的临床治疗方法不多且疗效难以令人满
意。笔者自 2010 年以来应用天津天士力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养血清脑颗粒治疗失眠症疗效较好，报告如下。
1

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2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均来自我院门诊患者共 9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养血清脑颗粒）与对照组（安神补脑液）
，其中治疗组 50 例，
男 24 例，女 26 例，平均年龄（45±9）岁，平均病程（173±
15）d；对照组 40 例，男 18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44±8）

治疗方法
治疗组：服用养血清脑颗粒（天津天士力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4g（1 袋）/次，3 次/d，开水冲服，4 周为 1 个疗程。对照
组：服用安神补脑液，10ml（1 支）/次，3 次/d，口服，4 周
为 1 个疗程。
3

疗效判定标准
采用国际统一睡眠效率值勤公式：睡眠率＝实际入睡时

岁，平均病程（170±13）d。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既往
用药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性（P>0.05）
。

间/上床至起床总时间×100%。根据 WHO 颁布的睡眠检测法，

1.2 诊断标准

睡眠治疗分为五级，I 级：睡眠率 70%～80%，睡眠可；II 级：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

睡眠率 60%～70%，睡眠困难；III 睡眠率 50%～60%，睡眠

三版（CCMD-3）的关于失眠症（非器质性失眠症）标准。中

障碍 IV 级：睡眠率 40%～50%，中度睡眠障碍；V 级：睡眠

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1993 年颁布的《中药

率 30%～40%，严重睡眠障碍。①痊愈：症状、体征消失，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失眠诊断标准。

睡眠率 75%以上；②显效：症状、体征减轻 2/3 者，睡眠率

1.3 病例选择标准
①根据诊断标准确诊为失眠症且符合中医辨证属血虚肝

65%以上；③有效：症状、体征减轻 1/3 者，睡眠率 55%以上；
④无效：症状、体征没有减轻，睡眠率 40%以下，靠服用艾

旺的患者。②年龄 35～65 岁。③治疗期间不用其他治疗药物

司唑仑等催眠药。

或措施者。

4

1.4 病例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诊断标准。②由其他原发疾病（如甲亢、精神疾

结

果

4.1 总疗效对此

病）导致失眠患者。③患者有严重器质性疾病者。④凡不符合

见表 1。治疗组显效率为 56%，总有效率为 88%；对照组

纳入标准，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

显效率 42、5%，总有效率为 72.5%（P<0.05）
，治疗组疗效优

或安全性判断者。

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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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总疗效情况（n，%）
n

组别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

21

16

6

88.0*

14

12

11

72.5

治疗组

50

7

对照组

40

3

显效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4.2 两组症状改善对比

倦、内伤心神、阳不交阴、心肾不交、阴虚火旺、肝阳内动、

见表 2。治疗组对多梦、心悸、健忘症状的改善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
。

与心脾肝肾及气阴血虚久病致瘀有关，其病机属阳盛阴衰，阴
阳失交。正如《景岳全书•不寐》所说：
“真阴精血之不足，阴

表 2 两组总疗效情况（n）
组别

多梦

心悸

健忘

心胆气虚、脾胃不和等因素均可影响心主神明而导致失眠，总

阳不交，而神明有安其室耳。”故治疗上，当以补虚泻实，调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10*

24*

13

3

熟地黄、钩藤、鸡血藤、夏枯草、决明子、珍珠母、延胡索、

对照组

16

14

6

4

细辛。方中、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养血活血，钩藤、夏

治疗组

*

13

20

12

5

枯草、决明子、珍珠母平肝潜阳，鸡血藤、延胡索、细辛活血

对照组

3

15

14

8

止疼，用于血虚肝旺所致头晕、眩晕眼花、心烦易怒、失眠多

*

整阴阳为原则。养血清脑颗粒的主要成份为当归、川芎、白芍、

治疗组

12

21

13

4

梦。在本观察中，服用养血清脑颗粒一疗程，效果满意且无明

对照组

6

15

12

7

显副作应，不具成瘾性，值得在失眠患者中推广。但本资料例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数较少，时间相对较短，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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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在祖国医学中属于“目不瞑”
、
“不得卧”
、
“不寐”的

李振瑞（1966-），男，河南新野人，医学学士，副主任中医师。

范畴。是指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以睡眠时间、
深度及消除疲劳作用不足为主的一种病症。中医认为思虑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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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果要优于对照组，经检验，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仁等组成，方中黄芪、白术益气健脾；肉苁蓉温补肾阳，既有

照组（P<0.05）
。

柔润之性，又具推动之力，能润肠通便；当归、生地、郁李仁
养阴血，润肠燥，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阴、健脾滋肾、润肠通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治疗组

38

13（34.2）. 23（60.5）

对照组

38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2（5.3）

36（94.7）*

12（31.5） 18（47.4） 8（21.1）

30（78.9）

便之功，且药量少，服用方便，患者便于接受[4]。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证实，采用芪蓉润肠口服液用于胆道手
术患者，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4.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8.9%。
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芪蓉润肠口服液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具有明显改善胃肠功能，润肠通便和改善全身症状的作用，提

3

高患者生活质量，无不良反应发生，起效快、作用平和、药效

讨

论

胆道疾病是一种常见的外科疾病，目前，其临床治疗手段，
主要为手术治疗。而术中腹膜的撕裂、破损，通过自主神经反
射引起肠壁肌肉功能紊乱，使肠蠕动减弱、丧失或肠管痉挛，
导致肠内容物停止运行。术中腹膜组织内污染、引流管放置等
因素造成组织粘连，水肿导致腹部不适或持续腹胀，推移或压
迫脏器引起肠蠕动功能障碍[2]。术后无论是目前由于炎症刺激、

持续时间长，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1
[2]沈春富,何庄建,金文翔.四磨汤对腹膜后腔镜术后早期肠功能恢复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2005,11(6):488-489

创伤、麻醉等原因导致肠功能受到一定抑制；若胃肠功能不能

[3]董志云,白晓峰.四磨汤口服液促进腹部手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及时恢复，肠麻痹可能会发展成为麻痹性肠梗阻，进而会导致

[J].当代医学,2010,16(19):163-164

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失调，肠内毒素不能及时排出，肠腔

[4]马新英,张鑫,刘海飞,等.芪蓉润肠口服液配合腹部按摩治疗老年肺癌患者

及腹腔压力增高，腹部切口裂开或感染等[3]。因此，腹部手术

便秘的临床研究[J].光明中医,2011,26(12):2435-2436

后促进肠功能早期恢复非常必要。中医学认为腹胀为多种原因
造成气机升降失司，气机不畅所致。依据中医理论，为促进术
后胃肠功能恢复和以上西医总结术后肠功能紊乱，大致想通；
而芪蓉润肠口服液由黄芪、肉苁蓉、当归、生地、白术、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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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兵慢性荨麻疹的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U of fresh soldier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李培根
（云南景洪武警西双版纳边防支队医院，云南 西双版纳，666100）
中图分类号：R75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81-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兵慢性荨麻疹的临床效果。方法：2007 年～2012 年本院共收治确诊患有慢性荨麻
疹的新兵 62 例（观察组）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西药联合中药汤剂治疗，并以同期仅接受西药治疗的 30 例慢性荨麻疹患者作
对照，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评分，以及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两组评分均显著下降，其中观察组下降幅
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 28d 后两组疗效分别为 98.4%和 70.0%，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中药汤剂联
合西药只治疗慢性荨麻疹临床效果好于单独使用西药，且起效迅速。
【关键词】 慢性荨麻疹；新兵；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recruits with chronic urticarial (CU).
Methods: 62 recruits with CU were treated by mod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observation group), other 30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modern medicine as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wo groups and the clinical
effect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linical scores after treatment of two group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decreased level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28 days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wo group
were 98.4% and 70.0%, the clinical effect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recruits with CU has the better effect than modern medicine used alone.
【Keywords】 CU; Recruit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7
慢性荨麻疹（CU）是皮肤科常见病和多发病，多以皮肤
表面一过性、瘙痒性的风团为主要表现，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乌梢蛇和僵蚕各 6g[4]，水剂煎服，1 次/d，两组疗程均为 28d。
1.3 指标观察与疗效判定

[1]

认为可能主要与机体变态反应有关 。新兵训练往往强度较大，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变化及临床疗效。临

短期内机体抵抗力下降明显，且常在异常的环境下进行，研究

床症状评分分为四级参照文献[5]，临床疗效分为痊愈、显效、

表明这些因素都是造成荨麻疹在新兵中发病率较高的主要原

有效和无效，标准参照文献[3]。

[2]

因 。2007～2012 年本院对患有慢性荨麻疹的新兵采取了中西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分析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学分析，均数以表

医结合治疗，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以 α＝0.05

临床资料与方法

为检验水准。

1.1 一般资料
2007～2012 年本院共收治确诊患有慢性荨麻疹的新兵 62
例（观察组）
，平均年龄（18.8±0.6）岁（17～23 岁）
，平均病
程（1.1±0.3）年（4 个月～2 年）
。所有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实
[3]

2

结

果

2.1 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变化
治疗后两组评分均显著下降，其中观察组下降幅度显著高

验室检查指标均符合相关诊断标准 ，并排除在接受皮质类固

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醇治疗的患者。另选择同期仅接受西药治疗的 30 例慢性荨麻

表 1 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比较（ x ± s ）

疹患者作对照，两组间具有可比性（P>0.05）
。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仅接受西药治疗：盐酸西替利嗪 10mg/次，依巴斯
汀 10mg/次，1 次/d。观察组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西药用法与
对照组相同，同时给予荨麻疹基础方加减口服治疗，组方和用
法：黄芪 20g，当归 15g，白术 15g，甘草 6g，赤芍、荆芥、
黄芩、紫草、白藓皮、蝉蜕、防风、牡丹皮等各 10g，风热犯
表型金银花和菊花各 15g；对于发作频繁，奇痒难忍酌者可加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62

6.8±1.1

2.1±0.3

对照组

30

6.9±1.4

3.6±1.0

>0.05

<0.05

P

2.2 临床疗效
治疗 28d 后两组疗效分别为 98.4%和 70.0%，观察组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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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术和甘草具有健脾益气扶正的功效，当归和赤芍可活血养

表 2 临床疗效比较

血，黄芩、防风和白藓皮等具有疏风解表、止痒祛邪之功效[4]。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观察组

62

28

17

16

1

98.4

本组临床结果表明治疗后两组评分均显著下降，其中观察组下

对照组

30

6

10

5

9

70.0

降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治疗 28d 后两组疗效分别

<0.05

为 98.4%和 70.0%，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提示中

无效 总有效率（%）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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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结合可显著提高治愈率，快速改善新兵患者的临床症状，
讨

论

使其迅速恢复并投入日常训练。

西双版纳位于北纬 21°08′～22°36′，
东经 99°56′～

总之，中药汤剂联合西药治疗慢性荨麻疹临床效果好于单

101°50′，属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湿润区，一年分为两季，

独使用西药，且起效迅速，值得推广。

即雨季和旱季，雨季长达 5 个月，气候以湿热为主。新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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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学杂志,2008,22(2):91-92

[4]

郁于肌表。中药方剂治疗 CU 已有较为肯定的疗效，其中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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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麦芽丸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 83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3 cases of PCOS with the complicated
Maiya pill
陈 蓉 1 杨洋博君 1

令弧华 2

（1.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重庆，400016；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400016）
中图分类号：R3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82-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复方麦芽丸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3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3 例，
对照组 40 例。治疗组给予复方麦芽丸，对照组口服达英-35，观察两组之间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均有
治疗 PCOS 的作用，但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的不良反应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
。结
论：复方麦芽散在治疗 PCOS 方面优越性大，疗效确切。
【关键词】 达英-35；多囊卵巢综合征；复方麦芽丸；中药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complicated Maiya pill on treating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Methods: 83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3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40 in the control.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complicated Maiya pill,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Diane-35.Observation clinical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The two
groups both have efficacy on treating PCOS, but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adverse reaction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Complicated Maiya pill is superior
and effective on treating PCOS.
【Keywords】 Diane-35; PCOS; Complicated Maiya pill;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8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是

雄激素血症（Hyperandrogenism）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1-3]，是

妇科最常见的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其病因不明，以持续性无排

生育期女性不孕、月经紊乱的最常见病因之一。其发病机制复

卵（或稀发排卵）
、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及高

杂，目前认为是遗传（基因突变[4]）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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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妇科与内分泌领域研究的热点与难点。PCOS 以往的流

表 2 不良反应比较表

行病学调查表明其发病率为 5%～10%；西医治疗以激素治疗

组别

n

体重增加

情绪改变

性欲下降

胃肠道反应

为主，疗效不稳定，副作用大。我们力图在中药治疗方面有所

对照组

40

19

10

5

6

治疗组

43

3

0

0

2

突破。麦芽是食品大麦芽，几千年来用中医用它治疗产后回乳，
并与同期服用乙烯雌酚对比，疗效更佳。我们一直以此为研究

注：P<0.01。有显著性差异。

方向，在临床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收到满意疗效。将其
2

临床观察汇报如下。
1

讨

论

PCOS 在中医学中归属“月经后期”
、
“闭经”及“不孕”

临床资料

等范畴。中医药对上述诸症的治疗有着悠长的历史并取得较好
是以慢性无排卵、闭经或月经稀发、不孕、肥胖、多毛和
卵巢多囊性增大为临床特征的综合症候群。多囊卵巢综合症对
于女性的危害很大，严重的可以导致女性的不孕。

的治疗效果。中医机理认为肾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肾
精又参与经血的组成，与月经关系密切。肾气虚，精血不足，
则天癸延迟不至。肾虚不能蒸腾津液，凝聚成痰，阻塞冲任，

1.1 一般资料
我们从 2007～2012 年，对重庆地区在三甲医院诊断为多
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 83 例，年龄最大 44 岁，最小 15 岁。其
中 30～45 岁以内 26 例；20～30 岁 24 例；20～15 岁 33 例。
在各年龄段随机分成治疗、对照两组，运用临床公认疗效较好
的达英-35 作对照治疗。

胞脉不畅，血行瘀滞，冲任不通，月经至期不行或量少，甚则
停闭，亦不能摄精成孕。本方用麦芽为主药，调节肾-天癸-冲
任-宫的生殖功能[5-7]，方中熟地、山萸肉补益精血；当归、白
芍和血养肝而养精种玉；巴戟天、仙茅、淫羊藿、肉苁蓉、枸
杞子以壮肾阳；用黄柏、知母协调肾阴阳平衡。中药有双相调
节各激素水平的作用。本文结果对照，表 1 达英-35 组和复方

1.2 诊断标准
患者具有国际公认的多囊卵巢综合征“鹿特丹标准”
：①稀
发排卵或无排卵；②高雄激素的临床表现和/或高雄激素血症；
③卵巢多囊性改变：一侧或双侧卵巢直径 2～9mm 的卵泡≥12
个，和/或卵巢体积≥10ml；④上述 3 条中符合 2 条，并排除其
他高雄激素病因：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柯兴氏综合征、分

麦芽散组均有治疗 PCOS 的作用，统计学 P>0.05，没有显著差
异；而表 2 不良反应对照，P<0.01，有极其显著性差异。说明
复方麦芽散和达英-35 有同样的疗效，而不良反应大大的减少，
因此复方麦芽散治疗 PCOS 有很大的优越性，价廉物美。其治
疗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泌雄激素的肿瘤等。
1.3 治疗方法

[1]Bart C. J. M. Fauser, Basil C. Tarlatzis, Robert W. Rebar, et al. Consensus on

1.3.1 治疗组
用复方麦芽散治疗，有麦芽 30g、山茱萸、熟地黄、肉苁
蓉、枸杞子、菟丝子各 12g，当归、巴戟天、仙茅、淫羊藿、
黄柏、知母各 9g 等。1 剂 d，水煎服，连服 15d。肾阳虚型，
去黄柏、知母，加附子、鹿角片；肾阴虚型，加女贞子、大枣；
湿热下注型，萆薢、石菖蒲、关木通；气滞血瘀型，加路路通、
牛膝、丹参；气虚，加黄芪、党参；血虚，加何首乌、白芍。
1.3.2 对照组
口服达英-35 自月经周期的第 5d 或闭经期开始服用，
1 粒/d，
连服 21d，于下次月经第 5d 继续服用，连服 3 个周期。

women’s health aspects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the Amsterdam
ESHRE/ASRM-Sponsored 3rd PCOS Consensus Workshop Group. Fertility
and Sterility,2012,97(1), doi: 10.1016/j.fert nstert,2011.9:24
[2]Robert A. Wild, Manfredi Rizzo, Sheri Clifton, et al. Lipid levels i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Fertility and
Sterility,2011,95(3):1073-1079
[3]Lisa J. Moran, Boyd J. Strauss, Helena J. Teede. Diabetes risk score in the
diagnostic categories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Fertility and Sterility.2011,
doi:10.1016/j.fertnstert,2011.1:133
[4]Gautam N. Allahbadia, Rubina Merchant.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nd

1.4 疗效评定
根据中医临床治疗标准，痊愈：月经周期完全恢复正常，
并且基础体温呈双相，或者在治疗观察的过程中怀孕的病人；
显效：通过治疗，病人的月经周期基本上恢复正常（不多于
35d）
，或者其他临床症状（如肥胖、多毛等）减轻者；有效：
月经并未来潮，但是其他临床症状（如肥胖、多毛等）有较显
著地改善者；无效：通过治疗 3 个月之后，仍未见月经来潮，
各种临床症状（如多毛、肥胖、痤疮等）并没有好转者。
1.5 治疗结果（见表 1、表 2）

impact on health. Middle East Fertility Society Journal,2011,16:19-37
[5]陈蓉,张建华,欧荣.麦芽对去势雌小鼠激素水平的影响[J].中国中医药信
息杂志,2006,13(3):35-36
[6]陈蓉.麦芽对雄小鼠性激素水平的影响[J].中国药房,2009.6(28):867-869
[7]陈蓉.麦氏汤治疗绝经前后诸证 31 例[J].实用中医药杂志,2003,19(8):47

基金项目：
重庆局卫生局 渝中医 2008-38 号。

作者简介：

表 1 疗效比较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40

16

15

9

0

治疗组

43

18

16

8

1

注：P>0.05，无显著性差异。

令弧华，通讯作者，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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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忠治疗肝癌经验
Clinical experience of FENG Wen-zhong for treating liver cancer
姜 兰 1 李华成 2 邵志林 2
（1.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2.黄石市中医院，湖北 黄石，435000）
中图分类号：R73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84-02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药治疗肝癌疗效。方法：对术后肝癌患者进行中药医治。结果：服药 7d，患者肝区疼痛减轻。
治疗至今，情况尚好。结论：中药作为巩固性治疗手段效果良好。
【关键词】 肝癌；病因；辨证论治
【Abstract】 Objection: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liver cancer in TCM. Methods: The postoperative liver cancer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CM. Results: Patients were given TCM after 7 days; the pain of liver area was mitigated. The treatment so far,
the patient’s condition had improved. Conclusion: TCM is effective as consolidate in treating liver cancer.
【Keywords】 Liver cancer; Pathogen; Differential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49
冯文忠主任医师出身中医世家，行医 40 余年，衷中参西，

症见两胁胀痛，嗳气，神疲乏力，纳呆便溏，泛吐酸水，

博采众长，在治疗肝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现将其中

舌淡苔薄，脉细或弦，治以健脾疏肝理气；常用柴胡、陈皮、

医药治疗肝癌的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法半夏、太子参、山药、白术、茯苓、黄芪、枳壳、郁金、

1

病因病机
中医古代文献中并无肝癌之病名，根据临床表现，肝癌

生苡仁、半枝莲、山楂、神曲等。冯老认为“见肝之病，知
肝传脾，当先实脾”，健脾当用白术、山药、薏苡仁等品。且
冯老对白术的用法颇有讲究，一般轻证即用 30g，重证则在

在中医学中当属“肝积”、
“积气”、
“臌胀”、
“黄疸”、
“积聚”、

60g 左右。而实脾又须消导为先，每佐以谷芽、麦芽、鸡内金

“胁痛”等范畴。如《难经•五十六难》曰：“肝之积，名曰

等。

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济生方•瘤瘸积聚门》

2.2 气滞血瘀型

描述：“肥气之状，在左胁下，覆大如杯，肥大而似有头足，

症见右胁下积块，质硬，表面不平，伴胀痛或刺痛，痛

是为肝积”；《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记载：“肝脉，微急为

处固定拒按，入夜痛剧，脘腹胀闷，嗳气泛酸，手见肝掌，

肥气，在胁下，若覆杯”；《医宗必读•总论证治》曰：“按积

颈、胸背、面部可见蜘蛛痣，舌质紫暗或有瘀斑，脉弦或涩；

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
《诸病源候论•积聚病诸候》

治以理气化瘀，软坚散结；方用膈下逐瘀汤加减，药用桃仁、

认为：
“积聚者，由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脏

红花、当归、生地、川芎、赤芍、三棱、莪术、丹参、郁金、

腑之气所为也”。冯老认为，肝癌的发生，乃内、外因共同作

生牡蛎、鳖甲、土鳖虫、水蛭等。冯老认为肝喜条达，恶抑

用的结果，内因主要是劳倦、情志失调致正气虚损，外因主

郁，治疗宜“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但不可过用

要是湿、热、毒等邪气乘袭，致脏腑功能失调，邪凝毒聚，

峻猛破气、破血之剂，当少佐制首乌、鸡血藤、枸杞子、白

化癌成积。

芍、太子参补气生血之品，疏其血气，以使脉道流畅，瘀血

2

去而新血生。

辨证论治

2.3 湿热蕴结型
冯老认为肝癌的治疗应遵循以下原则：中西医结合综合

症见右胁下积块，增大较快，胁肋疼痛，脘腹胀满，心烦

治疗，并首选手术、介入、射频消融等治疗，中药可作为巩

易怒，身黄目黄，口干口苦，溲赤便干，舌红苔黄腻，脉弦滑

固性治疗手段，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攻补兼施。如早期患

数；治以清热利湿，疏肝利胆，常用茵陈、栀子、大黄、龙胆

者邪气较盛，正气未衰，可予以中药祛邪抗癌、扶正固本，

草、半枝莲、白花蛇舌草、蒲公英、丹皮、赤芍、虎杖、川朴、

偏重清热解毒、健脾利湿、理气止痛、活血化瘀；中期患者

莱服子、黄芩、泽泻、败酱草、车前草、龙葵等。冯老认为，

正亏邪恋，可采用攻补兼施的方法；对于晚期已经失去手术

该证型患者肝体不足、肝失疏泄是其本，湿热郁遏为其标，必

等治疗机会的患者，正气已衰，不耐攻伐，则以扶正为主，

须先清利湿热、解毒退黄治其标；湿热解除后，再疏利肝气、

偏重健脾益气，滋养肝肾等。冯老认为肝癌患者可辨证以下

调补肝体以治其本。

四种证型。
2.1 肝郁脾虚型

（下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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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和胃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证 60 例
Treating 60 case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the syndrome of Pixu by
the therapy of Jianpi Hewei
李 琳 邱 琳
（南京市建邺区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 南京，210017）
中图分类号：R5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85-02

证型：IDBG

【摘 要】 慢性萎缩性胃炎（简称 CAG）是消化系疾病中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本文通过对 60 例患者资料的研究，总结出
健脾和胃法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证有效方法之一。
【关键词】 慢性萎缩性胃炎；健脾和胃法；脾虚证
【Abstract】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digestive diseases. In this article, the study of 60 patients
data was summed up and the therapy of Jianpi Hewei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thods for treat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Keywords】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The therapy of Jianpi Hewei; The syndrome of Pixu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0
目前认为是以胃粘膜局部性或广泛性的固有腺体萎缩、数
量减少、粘膜层变薄、粘膜肌层变厚为主要病理改变的一种慢
性胃炎，常伴有肠上皮化生及不典型增生，常表现为胃脘或胁
肋胀满、胃痛、嗳气反酸、食少纳呆、恶心呕吐、吐酸嘈杂、

阴生津。上药水煎 2 次，取汁 500ml，分早晚 2 次温服，连续
8 周观察疗效。
3

中医临床证候治疗总疗效：治疗 60 例中，14 例临床痊愈，

乏力等症状。根据 CAG 的临床表现，本病属中医学“胃痛、
痞满、嘈杂、嗳气”等范畴。
1

一般资料
所有患者均来自本院门诊，共 60 例，其中男 28 例，女 32

例，年龄最小 27 岁，最大 74 岁；病程最长者 16 年，最短者 2
个月。
1.1 诊断标准

治疗效果

30 例显效，14 例有效，2 例无效，痊愈率为 23.33%，显效率
为 50%，有效率为 23.33%，总有效率 96.67%。病理检查，萎
缩、肠化、异型增生、活动性等病理表现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量化后经配对秩和检验，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
4

讨

论

本法健运相济，生化无穷，既能济本，又能攻邪，对消除

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西医诊断参照 2006 年上海《中国

临床症状，具有良好疗效。本方调动机体内部防御系统功能，

慢性胃炎共识意见》
；中医证型诊断参照 2002 年《中药新药临

增强胃黏膜的免疫功能、阻断病情的发展，促进肠化、异型增

床指导原则》
。

生的康复，对改善病灶处微循环障碍，消除炎性细胞浸润，促

2

治疗方法
健脾和胃法以六君子汤为基础方，方由党参、白术、茯苓、

进病理组织向好的方面逆转，具有良好的作用。
4.1 加强胃壁屏障作用
胃壁屏障是保护胃功能极为重要的防御机制，包括胃粘液

甘草、半夏、陈皮等药物组成，临床上随证加减。如兼食积，

屏障和胃黏膜屏障两部分。两者屏障功能的低下在萎缩性胃炎

酌加焦楂曲、谷麦芽、鸡内金；兼气滞，加柴胡、枳壳、佛手、

发生及发展至肠化、异型增生甚则癌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郁金等药物；兼气郁化火，加左金丸、栀子、丹皮、黄芩；兼

方中党参、甘草、半夏等有保护胃黏膜作用，如黄萍[1]通过实

夹湿热，加薏苡仁、滑石、黄芩等；夹瘀，加丹参、赤芍、失

验研究党参对无水酒精损伤的胃黏膜的保护后发现：根据肉眼

笑散；兼阴虚者，加用南北沙参、麦冬、石斛、百合等。另外

及组织学观察，党参对胃黏膜均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半夏水煎

临床上注重与胃镜病理结合，如伴有 Hp 感染，加黄芩、仙鹤

醇沉液减少胃液分泌，降低胃液游离酸度和总酸度，抑制胃蛋

草、黄连、蒲公英；而伴有重度萎缩或异型增生时，则加用莪

白酶活性，保护胃黏膜。甘草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

术、半枝莲、仙鹤草、白花蛇舌草等。同时在辨证的基础上，

对组织胺引起的胃酸分泌过多有抑制作用，其含有的甘草次酸

临床多灵活应用制酸护膜剂，胃酸过多者，加乌贼骨、浙贝母、

也有保护胃黏膜的屏障作用。陈皮对消化液分泌起促进作用，

煅瓦楞子以制酸护膜；胃酸过少者，加麦冬、石斛、乌梅等益

有助于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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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抗 Hp、修复受损黏膜

4.2 调节免疫

Hp 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重要致病因子之一。Hp 的抑制或

现代医学将 CAG 列入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疾病，脾胃与
人体免疫功能关系密切，脾虚证患者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免疫、

清除，能减少或消除其产生的酶和细胞毒素对胃黏膜的损伤，

体液免疫、红细胞免疫功能均下降。本方中的大部分药物都具

并能延缓甚至逆转肠化与异型增生的形成与发展。方中党参、

有增强免疫作用，如焦红军[2]报道：用党参给小鼠灌服 5d，能

半夏，甘草均具有修复胃黏膜、抗溃疡的作用。

增强其腹腔巨噬功能，由于其能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

4.6 抗炎、镇痛

能，故能增强机体抵抗力。白术能提高免疫，使 TH 细胞明显

炎性改变贯穿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始终，造成腺体的萎

增加，提高 TH/TS 比值，纠正 T 细胞亚群分布紊乱状态，可

缩，并引起疼痛等症状。本方所设药物可对抗急慢性炎症，可

使低下的白细胞介素（IL-2）水平显著提高，并能增加 T 淋巴

对胃黏膜的局部病变进行有效治疗，改善胃黏膜充血、水肿、

细胞表面 IL-2 受体的表达。茯苓主要含有茯苓多糖、茯苓酸等，

坏死、炎症程度。

以茯苓水提液给小鼠灌胃，可提高 T 淋巴细胞增殖反应和 IL-2
[3]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健脾和胃法治疗本病几乎涵盖了所

的活性，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

有致病因素，并且对病情的发展也起到了阻断作用，故对慢性

4.3 促进胃肠运动

萎缩性胃炎的治疗是系统化、多方面的。

许多 CAG 患者伴有胃动力障碍，表现为胃的收缩和舒张
运动不协调，胆汁反流，胃蠕动缓慢，胃排空时间延长，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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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抗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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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党参、白术、茯苓、甘草、半夏等药物，都具有抗

作者简介：

肿瘤作用，通过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诱导分化、诱导凋亡及
激活肿瘤免疫等机理来发挥其抗肿瘤作用，可阻断病情的进

李琳（1982-），女，2009 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脾胃学专业，

一步发展，降低癌变率。如白术有降低瘤细胞的增值率，降

硕士学位。现工作于南京建邺区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社区全科临

低瘤组织的侵袭性，提高机体抗肿瘤反应能力及对瘤细胞的

床工作。

细胞毒作用。茯苓所含的茯苓多糖能提高荷瘤小鼠体内的肿
瘤坏死因子（TNF）水平和明显提高自然杀伤（NK）细胞活
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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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肝肾阴虚型

CT 检查提示肝脏右叶占位性病变，大小为 2.0cm×2.3cm，随

症见右胁积块，胁肋隐痛，绵绵不休，五心烦热，头晕

即至武汉某医院行手术切除。刻诊：神疲乏力，腹胀纳差，频

目眩，唇红口干，形体消瘦，纳呆畏食，腹胀如鼓，青筋暴

繁嗳气，泛吐酸水，便溏，舌淡苔薄白，脉细弦。证属肝郁脾

露，上下血溢，舌质红绛，少苔或光剥苔，脉细数；治以清

虚，治以健脾疏肝理气。方用：黄芪 30g，太子参 20g，炒白

热养阴，滋补肝肾。方用一贯煎合六味地黄丸加减，药用生

术 40g，山药 30g，茯苓 20g，薏苡仁 20g，柴胡 10g，青陈皮

地、麦冬、枸杞子、北沙参、石斛、鳖甲、女贞子、白芍、

各 15g，枳壳 15g，郁金 20g，丹参 20g，赤芍 15g，川芎、半

山萸肉、山药、丹皮、炒黄芩、炒青蒿、泽泻、旱莲草等。

枝莲 15g，鳖甲 30g，山楂 10g，神曲 10g，二芽各 10g。7 剂，

冯老认为养阴清热药易于伤中，故为了养阴不碍脾，补脾不

水煎服，1 剂/d，分 2～3 次服。7d 后复诊，患者肝区疼痛减轻，

伤阴，在滋补肝肾的同时常配伍助脾之品，如白术、茯苓、

腹胀减轻，食欲明显好转。此后患者在门诊以上方为基础进行

党参、薏苡仁之类。

临症加减调理治疗至今，情况尚好。

3

作者简介：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54 岁，2011 年 9 月初诊。患者 1998 年发现

乙肝两对半 HBsAg、HBeAg、HBcAg 三项阳性，后未作系统
检查和治疗。2011 年 8 月出现右胁下隐痛，AFP 示 470ng/ml，

姜兰（1986-），第一作者，女，湖北黄石人，住院医师，河南中医学
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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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正气丸治疗急性肠胃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An effective analysis of treating acute gastroenteritis with
the Huoxiang Zhengqi pill
崔红旗
（新疆伊犁州察县托布中心卫生院，新疆 伊犁州察，835300）
中图分类号：R37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87-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藿香正气丸治疗急性肠胃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 月 80 例急性胃肠
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给予对照组一般支持治疗：静脉滴注 5%的葡萄糖盐水 500～1000ml，抗生素对
抗感染，纠正紊乱的水电解质并且维持体内酸碱平衡；观察组在对照组相同的治疗基础上，再给予藿香正气丸口服，9g/d，3 次/d，
疗程为 3d。结果：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5%，显著高于对照组（7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藿香
正气丸治疗急性胃肠炎疗效显著，副作用小，安全性高，可以推广使用。
【关键词】 藿香正气丸；急性胃肠炎；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results of Huoxiang Zhengqi pills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gastroenteritis. Methods:
In our hospital in 2011 January～2012 year in January 80 cases of acute gastroenteriti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of 4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general support therapy: glucose saline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500～1000ml of 5% antibiotics to fight infection, water and electrolyte disturbance, correct and maintain body acid-base balance;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ame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and then give Huoxiang Zhengqi pill, 9g/d, 3/d, 3 days for a
period of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7.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of P<0.05. Conclusion: The Huoxiang Zhengqi pills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acute gastroenteritis, less side effect, high safety,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Huoxiang Zhengqi pill; Acute gastroenteritis;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1
急性胃肠炎是由于食用了不洁、生冷坚硬、刺激性大又不
易于消化的食物或有毒的食物而引起胃肠道黏膜病变发炎的疾

的患者，排除有严重的脏部主要器官损害和功能障碍的病例。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 5%的葡萄糖盐水静脉滴注，用量为 500～

病。临床表现有较严重的呕吐、腹泻，伴有腹部疼痛和痉挛、
全身发热、出汗等。感染的微生物多为细菌和病毒，大便颜色

1000ml，抗生素对抗炎症，维持水电解质和体内酸碱度的平衡，

以黄绿色为多，性状为水样，多恶臭。因夏秋季节的食物较容

给予一般性的支持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藿香

易腐败变质，人们不注意则会较容易感染，所以急性肠胃炎多

正气丸，口服用药，3 次/d，9g/次，疗程为 3d。观察和比较两

在夏秋季节发病。治疗急性肠胃炎的方法有很多，不当的治疗

组的临床疗效，症状体征恢复的时间和程度，做好记录。

措施会导致急性肠胃炎迁延至慢性，而引起临床更多的并发症，

1.3 疗效判断
显效：经过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且恢复良

所以本次实验采用藿香正气丸治疗，观察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 月内就诊的急性肠胃炎的患

好，各种实验室化验指标均转为正常。有效：经过治疗患者的
临床症状和体征有所改善，尚在恢复期，但有好转迹象，各种
实验室化验指标均有好转。无效：治疗前后无论临床症状和体
征以及实验室指标均无改变甚至加重。治疗总有效率＝显效＋

者 80 例，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男性 28 例，女

有效。

性 12 例，年龄在 17～6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1.8±8.6）岁，

1.4 统计学分析

起病 1d 的有 10 例，1～2d 的有 23 例，超过 2d 的有 7 例，40
例患者均明确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呕吐程度不同，次数为 4～9
次，大便频次在 5 次/d 以上，大便性状是黄绿色水样便，较严
重的患者有代谢紊乱和脱水的症状；观察组男性 25 例，女性
15 例，年龄在 20～7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3.9±7.2）岁，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求得 P 值。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起病 1d 的有 12 例，1～2d 的有 25 例，超过 2d 的有 3 例，病

观察组治疗后显效有 28 例，有效有 11 例，无效 1 例，治

情和临床症状与对照组相同。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比较上无统

疗总有效率为 97.5%；对照组显效有 18 例，有效有 12 例，无

计学差异（P>0.05）。排除粘液脓血便、里急后重等菌痢症状

（下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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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保真汤配合抗痨强化期治疗复治
菌阳肺结核的疗效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modified Baozhen decoction plus the anti-tuberculosis
intensive treatment on treating tuberculosis
唐晓琦 徐文琦 成小娇
（宜兴市人民医院，江苏 宜兴，214200）
中图分类号：R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88-02
证型：GBD
【摘 要】 目的：观察加减保真汤配合抗痨强化期治疗复治菌阳肺结核的疗效。方法：选取 100 例肺结核病复治菌阳性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四联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加减保真汤，观察治疗结果。结果：治疗组
痰菌转阴情况、X 线病灶吸收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加减保真汤配合抗痨强化期治疗复治菌阳肺结核，能够提高
痰转阴率和病灶吸收率。
【关键词】 加减保真汤；抗痨强化期；复治菌阳肺结核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modified Baozhen decoction plus the anti-turbeculosis intensive
treatment on treating tuberculosis. Methods: 100 cases of the retreatment TB bacteria-positiv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and
the control group, 5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quadruple therapy, the treated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is, plus th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fidelity decoction, observation and treatment results. Results: Treated group sputum negative, X-ray absorption of lesion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Subtraction the fidelity decoction with the anti-tuberculosis strengthen the
period of treatment retreatment sputum posi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sputum negative conversion rate and focus absorption rate can be
improved.
【Keywords】 The modified Baozhen decoction; Intensive phase of anti-tuberculosis; Retreatment bacteria positive tuberculo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2
治菌阳肺结核形成的情况比较复杂，多数人长期排菌，如
果治疗处理不当，会造成慢性传染，对此，笔者使用加减保真
汤配合抗痨强化期治疗，取得一定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剂 d，分 2 次服用，治疗 2 个月为 1 疗程。
1.3 疗效评价
1.3.1 痰菌转阴情况
阴转：痰涂片和痰培养均为阴性；无阴转：痰涂片或痰培

1.1 一般资料

养为阳性。
1.3.2 X 线病灶吸收情况

选取 2009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我院门诊收治的 100
例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定的继发性肺结核病复治菌阳

显著吸收：病灶较原病灶吸收≥50%；吸收：病灶较原病
灶吸收<50%；不变：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

性的标准[1]，其中男 51 例，女 49 例，年龄在 29～61 岁之间，
平均年龄（43.2±4.8）岁，痰培养连续 3 次普通涂片中，2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SPSS13.0 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均数 t 检验，以

次以上阳性，并进行药物敏感试验，提示全敏者 21 例，其余
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性。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的性别、年龄等比较，P>0.05，无统计学意义，可以进
行比较。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隔日 1 次顿服异烟肼 0.6g，利福平 0.6g，吡嗪酰胺
2.0g，乙胺丁醇 1.25g，隔日肌注链霉素 0.75g 联合治疗。
1.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加减保真汤口服。拟方如下：黄芪
30g，党参 15g，白术 12g，茯苓 12g，天冬 9g，麦冬 9g，熟地
12g，生地 12g，当归 9g，白芍 9g，地骨皮 12g，知母 12g，白
芨 15g，百部 15g，炙甘草 9g。痰湿者，去党参、黄芪，加半夏
15g；湿热者，去党参、黄芪，加浙贝母 9g，薏苡仁 12g；咯痰
者，加侧柏叶 9g；胸痛者，加郁金 12g；阴虚火旺者，去党参，
加鳖甲 15g，太子参 12g；咳嗽者，加苏子 6g。以上药物水煎服，

2

结

果

2.1 痰菌转阴情况
治疗组 3 个月内转阴 34 例，占 68%，4 个月转阴 3 例，占
6%，6 个月转阴 2 例，占 4%，共转阴 39 例，占 78%；对照组
3 个月内转阴 28 例，占 56%，4 个月转阴 1 例，占 2%，6 个
月转阴 1 例，占 2%，共转阴 30 例，占 60%。治疗组痰菌转阴
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 X 线吸收情况比较
治疗组病灶吸收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治疗后两组 X 线吸收情况比较 [n（%）]
组别（n）

显著吸收

吸收

不变

治疗组（50）

4（8）

40（80）

6（12）

对照组（50）

1（2）

30（60）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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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的复治是指治愈后复发或治疗失败的再次治疗，造
成复治菌阳肺结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无正规的化疗方
案，导致耐药性产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2]。故再次采取正规的
化疗，促使复治菌阳肺结核的痰菌转阴是十分重要的。在抗痨
强化期中，由于患者病程长，免疫力降低，机体功能下降，不
利于化疗药物渗入结核病灶内。
在中医，认为其属于“肺痨”的范畴，认为是肺阴亏虚导
致；且使用的化疗药物，也是邪气之一，长期使用必伤正气，
导致脾失健运，肝失条达，而引起消化系统和肝功能损害的症
状。故治疗必须以扶正驱邪，调理阴阳，补益脏腑气血为主。
保真汤出自《十药神书》
，具有益气养阴的功效[3]，方中黄芪、
党参、白术补益脾肺；天冬、麦冬、熟地滋补肺阴；当归、白
芍补血柔肝；地骨皮、知母清热滋阴；白芨、百部补肺，抗菌。
现代药理学研究认为，黄芪[4]、茯苓[5]能够保护胃粘膜，知母

能够拮抗乙酰胆碱和组胺，调整胃肠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
诸药共同起扶正驱邪，滋阴清热等作用。
综上所述，加减保真汤配合抗痨强化期治疗复治菌阳肺结
核，能够提高痰转阴率和病灶吸收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临床诊疗指南•结核病分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7-8
[2]刘亚锋.53 例次肺结核病并发医院内获得性下呼吸道感染临床分析[J].中
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04(20):3069
[3]张伯臾.中医内科学高等医药院校教材[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79
[4]冯晨,唐锁勤.黄芪药理作用及其在儿科中的应用[J].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
2006(3):48-51
[5]张璐,刘强.茯苓多糖制备工艺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06,12(4):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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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桂粉加藿香正气水治疗寒、湿型感冒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an/Shi type of cold with Huoxiang Zhengqi
Shui plus cinnamon powder
徐洛邦 赵柏庆 王宜健
（中山市东升医院，广东 中山，528414）
中图分类号：R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89-02

【摘 要】 目的：以中医辨证论治为核心，以阳气为主导，扶助人体阳气，治疗疾病。研究肉桂粉加藿香正气水治疗寒、湿
型感冒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 2009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我院接诊的 120 例寒、湿型感冒患者进行研究。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藿香正气水对患者进行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肉桂粉对患
者进行治疗，治疗后，对两组患者治疗的临床疗效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治疗后，发现实验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93.3%）明
显高于对照组（76.7%）
，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肉桂粉加藿香正气水治疗寒、湿型感冒的临床疗效显著，明显
优于单纯使用藿香正气水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扶阳；阳气；肉桂粉；藿香正气水；感冒
【Abstract】 Objective: To Chinese medicine dialectical differentiation as the core, dominated by sun be the spirit, even the sun be
the spirit, the human body to treat disease. Study of cinnamon with ageratum upright wa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cold, wet,
cold. Method: Selection in March 2009 to March 2009 from departments of 120 patients with cold, wet cold were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stochastic indicator method is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60 cases in each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ageratum upright water treatment of pati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add cinnamon to pati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two group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foun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reatment (93.3%)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76.7%), two groups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Cinnamon with ageratum upright water treatment of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cold, wet, cold, is better than simply using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ageratum upright water.
【Keywords】 Fuyang sun; Yangqi; Cinnamon powder; Huoxiang Zhengqi water; Col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3
风寒、暑湿型是常见的感冒类型。临床常采用藿香正气水对
寒、湿型感冒的治疗，我院根据扶阳理论，采用肉桂粉加藿香正
气水对寒、湿型感冒患者进行治疗，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接诊的 120 例患者均符合关于寒、湿型感冒的相关诊断标
准，确诊为寒、湿型感冒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
实验组 60 患者，其中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16～48 岁，平
均年龄为（36.3±3.4）岁，病程为 2～36d，平均病程为（18.3±
1.3）d；对照组 60 例患者，其中男 35 例，女 25 例，年龄 14～
50 岁，平均年龄为（35.4±4.1）岁，病程为 2～37d，平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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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18.1d±1.0）d。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以及病程等一般
资料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相应的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藿香正气水

3

讨

论

《黄帝内经》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
而不彰”
，
“扶阳学派”鼻祖、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钦安悟出经

对患者进行治疗，具体为：对照组采用藿香正气水（国药准字
Z42020502，湖北襄阳隆中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口服治疗，

典精髓：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

服药 2 次/d，1 瓶（10ml）/次，每 3d 为 1 个疗程。
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肉桂粉（肉桂用机械粉

藿香正气水可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

碎成粉）冲服，对患者进行治疗。
1.3 疗效评价标准

通经的作用。肉桂能扶助阳气，振奋人体正气，抵抗外邪，驱

具体疗效评价标准为：痊愈：治疗后，患者的畏寒、发热、
口淡无味、头痛、头胀、腹痛、腹泻等症状均消失，各项指标

容易吸收，效果增加，要根据病人的体质用药，用量不宜过大，

恢复正常；显效：治疗后，患者的畏寒、发热、口淡无味、头
痛、头胀、腹痛、腹泻等一系列症状均得到缓解，患者的临床

1g，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肉桂具有以降温、杀菌、祛痰镇咳、

症状得到明显缓解；有效：患者的各项临床症状均得到改善，
临床症状得到控制。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未得到缓解，感冒

本研究表明采用肉桂粉加藿香正气水对寒、湿型感冒患者

病皆损伤于一元阳气；治病重在扶阳；
“阳者卫外而为固也”。
或夏伤暑湿所致的感冒，肉桂具有补肾助阳，散寒止痛，活血
邪外出。肉桂粉用开水冲服，可以避免煮水后有效成分的挥发，

症状有加重趋势。
1.4 统计学分析

密切注意病情变化，否则病情容易化热化火，一般用量 0.1～
抗补体、健胃等作用，这些作用都有助于感冒的治疗。
进行治疗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单纯使用藿香正气水的对照组。
用肉桂粉扶助阳气治疗疾病，能明显增加治疗效果。

选择 SPSS18.0 进行数据统计，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
（ x ± s ）来表示，均数的比较采用 t 检验，当 P<0.05 时，差

中药肉桂资源充足，肉桂粉制作简单，服用方便，经济便
宜。通过冲服肉桂粉扶助人体阳气，提高治疗效果，值得临床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推广应用。

2

参考文献：

结

果

治疗后，对两组患者治疗的临床疗效进行比较分析，分别
根据疗效评价标准对两组患者治疗的痊愈、显效、有效及无效

[1]江秀琴,陈淑芹,袁建兴.我院中医科 1560 例服用藿香正气水患者情况分析[J].
光明中医,2012,v.27;No.1950,2:386-387

病例数进行调查记录分析。发现实验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93.3%）明显高于对照组（76.7%），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2]侯仙明,张凯,王亚利,等.肉桂镇咳祛痰及平喘作用的药效学研究[J].时珍

（P<0.05）
。具体数据见表 1。

[3]卢崇汉.扶阳讲记[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1-30

国医药,2009,v.20;No.16404:831-832

[4]田代华.实用中药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715-720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的临床疗效的比较分析
组别

病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60

20

24

对照组

60

18

20

12

4

93.3

8

14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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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10 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75%。两组比较 P<0.05，统计学差

外，藿香正气丸还能够增加胃肠的动力，促进肠胃的蠕动，并

异显著。详见表 1。

且提高机体细胞的免疫力，使受损的胃肠道黏膜在短时间内得
到修复，恢复后的胃肠道黏膜在对物质的吸收上也有较大的提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n，%）

高[3]。本次实验的研究表明，藿香正气丸是治疗急性肠胃炎的

组别

治疗总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28

11

1

97.5

临床疗效显著，值得推广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急性肠胃炎除

对照组

40

18

12

10

75

了药物治疗以外，还要注意日常的预防和锻炼，注意饮食习惯

2.2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未发生不良反应。
3

讨

论

藿香正气丸类属中成药，主要成分为藿香、紫苏叶、甘草

佳品，无不良反应，对胃肠道刺激性小且有保护胃肠的功能，

和卫生，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的免疫机能。
参考文献：
[1]汪朝晖,陈丹曼,杨忠奇.调胃消滞丸治疗急性胃肠炎(食滞湿阻证)的临床
研究[J].湖北中医杂志,2009,31(4):15-16
[2]张守荣,卢希平,张兴.藿香正气制剂解痉与助消化作用的分析[J].现代中

等，中医里的功效显著[1]。西医上讲，藿香正气丸可以解除胃

西医结合杂志,2009,18(25):3098-3099

肠痉挛所带来的痛苦，类似阿托品[2]，但没有副作用，阿托品

[3]任守忠,靳德军,张俊清,等.广藿香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中国现代中药,

的副作用较大，且不适用心脏功能不全的人。在解痉的同时，

2008(6):27-29

藿香正气丸也同大多抗生素一样有杀菌消炎的作用。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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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思想在脑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SD based on Zhi Wei Bing
李佳平
（常德市第一中医院，湖南 常德，415000）
中图分类号：R7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91-01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对“治未病”思想在脑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疗效进行总结性研究。方法：选择脑卒中后 90 例抑郁患者分为
治疗和对照组，行常规治疗，治疗组辅助使用“治未病”思想干预治疗。结果：治疗组抑郁状况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治未病”思想可以有效帮助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康复。
【关键词】 “治未病”；脑卒中后抑郁
【Abstract】 Objective: To “Zhi Wei Bing” thought after stroke i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depression on summative studies. Methods:
Choose after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90 case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perform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auxiliary use “Zhi Wei Bing” thinking intervention treatment.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depression in improvement is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Zhi Wei Bing” thinking can effectively
help depressed patients after stroke rehabilitation.
【Keywords】 Zhi Wei Bing; PS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4
《素问•四气调神论》篇认为“是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治之，譬犹渴而井，此之，夫病已成而后药

郁气得解。
2

之，乱已成而后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从正反两方而说明了
治未病的重要性。脑卒中后抑郁（PSD，Post-Strok Depression）
是卒中后常见并发症，患者常常由于情志不舒，气机郁滞而发
病、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反应迟钝、失眠、易激惹、兴趣丧

结

果

将两组患者抑郁状况进行比较，发现治疗组抑郁状况的改
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3

讨

论

失，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或者自杀等。我院于 2012 年 1

患者发生卒中后情感常常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致使“肝失

月～2012 年 12 月对 90 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进行临床观察，现

条达，气郁不舒，郁而化火，火性上延，而忧动心神”，以至

报告如下。

于“神不得安则不寐”。与此同时患者对于自身疾病常常过于

1

伤感，“情伤于心，则血暗耗，伤于脾则纳少”，“血亏虚，不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2012 年 1 月～12 月入住我院患者 90 例，男 43 例，女 47
例，年龄 49～78 岁。所选患者均表现为精神不振、忧郁不畅，
神疲倦怠、胸闷胁胀、不思饮食、易怒善哭、失眠多梦、悲观
厌世、善太息。随机平均将患者分为治疗和对照组，每组 45
人。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抑郁程度上均无明显的统计学差
异（P>0.05）
。
1.2 临床治疗
两组患者均进行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营养脑细胞等常规治
疗。治疗组使用“治未病”思想对患者进行早期干预与治疗：
①未病先防：调摄情志、养护正气、起居有常、顺应四时。
②欲病先调：在心理干预及基础治疗上加药膳调理。③已病
防变：先安未受邪之地，在心理干预及基础治疗上，辨证使用
中药，针灸等中医特色疗法，将病症控制在本脏，避免向它脏

能营养于心，心所失养，则心神不安，夜不能寐”进而出现抑
郁症状。
“治未病”思想，就是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
生、发展的方法。其主要内容包括“未病先防”
、
“已病防变”、
“已变防渐”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将“治未病”思想应用于脑
卒中后抑郁的治疗中，可以调护患者的日常生活、心理状态、
饮食起居，促进患者的生活起居顺应自然，达到形神合一的自
然状态，防止病变部位由肝及心、脾、肾，进而影响到五脏，
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有效降低患者发病率；防止疾病发生传变，
避免病情加重；预防疾病复发。
参考文献：
[1]张威,丁素菊.卒中后抑郁[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8(4):312.4
[2]王琦,董静,吴宏东,等.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特色优势[J].实践健康促进
中医药通报,2006,4

传变。同时，还针对患者的生活、锻炼方式进行指导，避免其
因为生活、锻炼方式不当加重疾病，使其心神得养、肝气得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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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及肝硬化应用活血化瘀法的点滴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Hepatitis B and hepatic fibrosis by
the Huoxue Huayu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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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乙型肝炎究其病因来说为湿热疫毒之邪侵袭机体所致，多种活血化瘀药物有着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本文笔者结合
自己的临床实践，谈了几点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慢性肝病的体会。
【关键词】 乙型肝炎；活血化瘀法；肝纤维化；慢性肝病
【Abstract】 Hepatitis B is caused by Shire Yidu and kinds of Huoxue Huayu herbs have the effect of anti-fibrosi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iscussed several points of experiences in treating chronic liver disease with Huoxue Huayu method based on his ow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Hepatitis B; Huoxue Huayu method; Hepatic fibrosis; Chronic liver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5
乙型肝炎究其病因来说为湿热疫毒之邪侵袭机体所致，

2

及至慢肝阶段，瘀血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共识，这是因为肝为
藏血之脏，湿热疫毒客于肝则入血分，或为血热或为血瘀。
因热为阳邪，易化火煎熬血液或动血耗阴，血为之淤滞不行。

湿热久郁者，宜清热凉血活血
慢性肝病体质壮实者，湿热证最为常见，表现为胁肋胀痛，

口苦、口中粘腻，胃脘痞满、大便秘结，烦躁易怒，心烦不眠，
舌红苔黄。湿热邪气熏蒸肝胆，胆汁外溢泛于肌肤，则可见黄

湿性粘滞，易于阻塞脉道而成淤，又湿为阴邪，易伤阳气，

疸见证。湿热伤阴，也可见胁痛隐隐，口干欲饮，热迫血行，

阳气虚则气血鼓动无力，也易导致瘀血之发生。可以说，湿、

溢于脉外，则可见出血见症。

热、毒、瘀等病理因素相互交结贯穿于整个慢性肝炎及肝硬

湿热之证，笔者于临床以清热化湿之法治之，或有效或无

化的始终。而现代药理研究也已经证实，多种活血化瘀药物

效。细辨无效病例，则多为湿热瘀毒并见，瘀血表现明显者，

有着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所以，合理的应用活血化瘀药物，

临床多有肝脾肿大、胁肋刺痛，夜寐不宁，面色晦暗，唇舌紫

对慢肝的治疗、病情演变及预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笔

暗等表现，其原因在于湿热久郁，邪入血分，以理气清热，苦

者不揣，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浅谈几点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

寒燥湿之味不能清解血分瘀热之故。当此之时，必须选用凉血

慢性肝病的体会。

活血药物，如名家关幼波所言，“凉血活血旨在清血中瘀热，

1

凉血而不滞邪，使之血脉畅利通达，客邪（湿热）得除，热邪

久病体虚者，宜益气养血活血

得清，瘀结得散”。对此见有湿热症候者，笔者临床常选用生
慢性肝病日久，必然导致脾胃运化失常，气血亏虚，机体

地、丹皮、丹参、赤芍等味。生地清热凉血，又有滋阴养血之

失于濡养，表现为纳差，神疲乏力，肢体倦怠，腹胀便溏，舌

功，对于湿热伤阴，阴血不足者，尤其适用，常和白芍、丹参、

质淡胖或暗淡，甚或紫暗，脉弦细无力，又气虚无力行血，而

麦冬、女贞子、旱莲草等配伍；赤芍既能凉血又能活血，凉血

至唇舌青紫，面色晦暗无华，肢端麻木，瘀血蓄积脏腑，则可

而又能散瘀，丹参活血祛瘀以生新，《本草汇合》称其“善治

有肝脾肿大之见。气血亏虚，肝之阴血必有不足之象，表现为

血分，去滞生新，补血生血，功过归、地，调血敛血，力堪芍

胁痛隐隐，心烦不宁等，气虚而血失于固摄，可见牙龈出血等

药，逐瘀生新，性倍芎藭”，已经有研究证实，应用大剂量赤

出血见证。

芍、丹参对胆汁淤积型肝炎属瘀热症候者，退黄效果显著。如

此时用药，单一活血必当耗气，使气血更为不足，所以用
养血活血之药，合以健脾益气之味为正治之法。常用健脾药物
如党参、白术、茯苓、山药均可选用，活血药物笔者习以当归、

若兼有肝脾肿大者，配以鳖甲、龟板、穿山甲等软坚散结之味。
3

根据不同主症，灵活选用活血化瘀药物

莪术配之。当归为生血活血之主药，内润脏腑，外达肌表，宣

慢性肝病，临床变化多端，本虚标实为最终病性概括。本

通气血，配以黄芪益气生血，如当归补血汤。莪术活血消积，

虚为脏腑亏损，气血亏虚，标实为湿热毒瘀相互交结，脏腑气

既能活血祛瘀，以治胁腹疼痛，又能消食化积，如近代名医张

机升降失常。但瘀血内生，为病理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临

锡纯曾言，莪术配以黄芪、党参等味，大能开脾胃，益气血，

床表现也各不相同。临床上应当根据患者不同体质，临床特点

临床验证其效果然。

合理选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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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肝脾肿大为主者，多以软坚散结药物为主，配合活血化

为佳，如三七、小蓟等。三七既能化瘀血，又善于止血，并对

瘀药物，体虚不耐攻伐者，多与健脾益气药物同用，如党参、

改善肝功能有良好的作用，中成药“复方鳖甲软肝片”即含有

黄芪、白术、山药以健脾益气，顾护后天之本，使气血充盛，

此种成分。因气虚血失于固摄所致出血者，当配以健脾益气药

再用活血祛瘀药物，如当归、莪术、丹参、赤芍等；对于体质

物；因血热迫血妄行而出血者，当给以滋阴凉血药物，如生地、

壮实者，加用桃仁、红花、三棱等味，但也应适当给予健脾益

水牛角、藕节等。

气药物，如党参、山药等，因为活血药物多耗气，气充则血旺，

3.5 见有明显黄疸者，则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根据瘀血的虚

血旺方能易于流通。

实寒热选择不同药物。凉血止血选用赤芍、丹参、丹皮、生地，

3.2 以胁肋疼痛为主者，多配合以活血散瘀之痛药物，如蒲黄、

养血活血选用当归、丹参、白芍等味。名家关幼波认为，黄疸

五灵脂，蒲黄善治气血不和，心腹疼痛，五灵脂散血和血止痛，

主要是湿热蕴于血分所致。所谓“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

二者合用为失效散，对胁腹疼痛效果明显。体质壮实者，可选

他人经验，对于胆汁淤积性黄疸而见有瘀热证者，大剂量选用

用乳香、没药，但二者对胃肠道刺激明显，用量宜小；胁痛而

赤芍、丹参配以葛根等药物以活血泄热退黄，临床验证效果显

见有阴虚，甚或有火热表现者，活血药物以丹参、赤芍等凉血

著。

活血药物为佳，另辅以白芍、旱莲草、女贞子、生地、乌梅等

总之，在慢性乙型肝炎及肝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瘀血

滋阴清热药物。

内生是其重要的病理因素之一，适时适当的合理选用活血化瘀

3.3 以腹水为主症者，当分寒热虚实。初病体质壮实者，可直

药物对疾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其应用

接以峻下逐水，药用十枣汤等，但配以党参、黄芪，以防峻下

的时机选择，合理配伍及剂量掌握上都有进一步进行研究总结

以伤正，另配以桃仁、赤芍、川芎等味，以起到血行水亦行的

的价值。

功效；对于久病体虚者，当益气活血行水共用，不能妄自攻逐。
药用党参、黄芪、白术、山药、丹参、赤芍、丹皮，合以五皮
饮等利水方药。有不效者，仿照名家方药中所论，加用黄芪、

作者简介：
李勇，工作单位：德州市中医院消化内科。

防己、苍术各 30g，以调畅水道其症可解。
3.4 有出血倾向者，慎用活血药物，此时当选用活血止血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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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瘀通脉胶囊联合前列地尔治疗下肢静脉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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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逐瘀通脉胶囊联合前列地尔治疗下肢静脉炎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和分析。方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下
肢静脉炎患者 56 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和西药治疗组，分别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且对其病情进行观察，最后
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逐瘀通脉胶囊联合前列地尔治疗组优于单纯前列地尔组。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下肢静脉炎的疗效确切。
【关键词】 下肢静脉炎；中西医结合；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Zhuyu Tongmai capsules combined with alprostadil injection in treating lower
extremity phlebitis. Methods: 56 cases of the lower extremity phlebitis were divided into modern medicine group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 both of the groups were given certain treatment measures and observed the illness ation,
then do statistics processing. Results: The treatment of Zhuyu Tongmai capsules combined with alprostadil injection groups was better than
pure alprostadil injection groups. Conclusion: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lower extremity phlebitis has definite effects.
【Keywords】 Lower extremity phlebiti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6
下肢静脉炎系指下肢特别是小腿静脉曲张引起的炎症反应，

浅表静脉曲张为主要临床表现，同时伴有条索状物或是硬结节以

是周围血管疾病中常见的疾病之一。本病属祖国医学“脉痹”
、
“臁

及存在明显触痛感等。由于该病具有病情缠绵、反复难愈等特点，

疮”等范畴，多以患肢的肿胀、疼痛、皮肤增厚和色素沉着以及

患者的生活质量受此影响很大。临床发现单纯的西医治疗难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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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理想效果，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对下肢静脉炎的治疗采取中西

静脉炎的治疗措施进行治疗，主要包括嘱患者卧床体息并抬高

医结合疗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患肢、给予相应抗感染、抗血小板聚集药物等治疗。西药组在

1

上述基础上加用前列地尔注射液 2ml＋生理盐水 250ml，静脉

资料与方法

点滴，1 次/d；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患者则在西药组基础上加用

1.1 临床资料

逐瘀通脉胶囊（哈药集团三精千鹤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选取于 2007 年 3 月～2012 年 3 月在我院中医科病房住院

z20000138）
，2 粒/次，3 次/d。两组均半个月为 1 个疗程，共

就诊的下肢静脉炎患者共计 56 例。纳入及排除标准：所有患

观察两个疗程。

者均符合《实用中西医周围血管病学》[1]中所规定的有关下肢

1.4 临床治疗

静脉炎的诊断标准均为首次发病，同时对存在以下情况者给予

效果评定标准临床治疗效果按照《临床疾病诊断治愈好转

排除：①存在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坏

标准》[2]进行评定，即①临床治愈：患者局部红肿热痛消失，

疽以及雷诺氏病等患者；②存在恶性肿瘤及心、肝、肺、肾及

皮温正常，无压痛，肿胀消退，患者恢复正常工作；②好转：

脑等重要器官存在严重疾患者；③因智能下降等原因而影响正

局部红肿热痛和肿胀显着缓解，但仍遗留有轻度肿胀，患侧较

常交流无法沟通者；④不按照本研究规定执行者。同时所有患

健侧粗 1cm，活动后仍存在有不适感；③无效：治疗后临床表

者或是家属均签署本次研究知情同意书。

现无明显变化、甚至出现恶化。

1.2 研究方法

1.5 统计学处理方法

回顾性观察与分析 56 例研究对象病历资料，同时在自愿

所观察到的全部数据均利用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

的情况下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即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和单

计量资料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 t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

纯西医治疗组，每组 28 例。其中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患者男 21

数据用（

例，女 7 例，平均年龄（53.00±1.10）岁；单纯西医治疗组男

Mann-Whitney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同组中多个构成比比较的

22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54.00±1.09）岁；同时对两组患者

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性别、年龄、发病部位及病程等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

2

分析后发现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

结

x ± s ）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果

两组研究对象临床治疗效果对比，见表 1。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照《实用中西医周围血管病学》中有关下肢
表 1 临床治疗效果对比情况 [n（%）]
治疗效果

临床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中西医结合组

18（64.29）

单纯西药组

14（50.00）

10（35.71）

0（0.00）

28（93.33）

9（32.14）

5（17.86）

23（82.14）

注：总有效率＝[（临床治愈＋好转）]/例数×100%。

通过上表可知，两组临床治疗的总有效率相比，P<0.05。
提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治疗效果好于单纯西药组。
3

讨

论

对血管壁有直接的扩张作用；桃仁能够降低血管阻力，具有抗
凝血及抗血栓作用；大黄能抑制血清胆固醇升高，调整脂质代
谢紊乱，能降低血液粘稠度，对微循环有改善作用[3-4]。前列地
尔具有扩张血管、抗血小板聚集、降低血小板的高反应、抑制

中医学对该病早有记载，认为该病的发生多因肝肾不足，

血小板活化、促进血栓周围已活化的血小板逆转、降低血脂和

寒湿乘虚侵袭机体而伤及脉络，导致气滞血瘀的发生，日久而

血黏度等作用。鉴于此，我们运用逐瘀通脉胶囊联合前列地尔

湿热蕴结致使瘀血阻络而发为本病。现代临床研究显示本病的

治疗下肢静脉炎，临床观察可以看出联合用药治疗下肢静脉炎

发生多因手术、长期卧床、外伤、血管受伤、血流缓慢以及血

能够达到标本同治的目的，效果确切，值得进一步大样本随机

液粘度增高等所致。随着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习惯改变等诸多

对照研究证实之。

因素的影响，下肢静脉炎的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逐瘀通脉胶
囊源于《伤寒论》抵挡汤，由虻虫、水蛭、桃仁、大黄四味药

参考文献：

物组成。全方四味药均为破血逐瘀之品，其中虻虫味苦，苦能

[1]李乃民,初杰秋,李令根.实用中西医周围血管病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

泄瘀，其性猛烈，善攻新瘀之血；水蛭味咸，咸能软坚散结，

2002:577-588

其性潜阴，专逐久瘀之血；两者合用，直入血络，新旧之瘀一

[2]孙传兴.临床疾病诊断治疗好转标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85

并破之；桃仁味苦，其性散而不收，泻而不补，善行表里之瘀

[3]郑占虎,董泽宏,佘靖.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M].北京:学院出版社,1998:641

血；大黄味苦，迅速善走，直达下焦深入血分，长于清热凉血、

[4]白黎明,张晓双.逐瘀通脉胶囊对大鼠血小板聚集、体外血栓形成及血液流

活血化瘀，四药相伍，清热凉血、破瘀通络之效更加显着。现

变学的影响[J].河南中医,2009,29(10):969-971

代药理研究表明，虻虫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血浆纤维蛋白
生成，降低血液粘稠度；水蛭素可促进凝血酶和血小板解离，
减轻周围组织炎性反应和水肿，改善微循环，降低血管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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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拨手法联合中药外用熏洗治疗腰三横突综合症
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third lumbar transverse process syndrome
in TCM
李 捷
（安徽省安庆市玉琳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徽 安庆，246004）
中图分类号：R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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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腰三横突综合症治疗的新措施。方法：采用弹拨手法联合中药外用熏洗治疗腰三横突综合症 67 例。
结果：本组痊愈 21 例，显效 5 例，总有效率 92.85%。结论：此法治疗，病人痛苦小、安全、易接受。
【关键词】 弹拨手法；中药外用熏洗；治疗；腰三横突综合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waist three transverse process syndrome treatment measures. Methods: The plucked
techniques joint Chinese herb fumigation treatment of 67 cases of the third lumbar transverse process syndrome. Results: Of the 21 cases
were cured, markedly effective 5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92.85%.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suffering a small,
safe, easy to accept.
【Keywords】 Plucked practices; Chinese herb fumigation; Treatment; Third lumbar transverse process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7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是附着在第三腰椎横突的肌肉、筋
膜、韧带以及跨越其前后的神经发生炎症、粘连等产生的一系
列临床症候群[1]。本病多发于青壮年体力劳动者，男性多于女

状、疼痛及功能障碍明显改善；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变。
3

结

果

28 例患者随访 1 个月～2 年，平均 1.43 年，痊愈 21 例，

性。我科于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收治该病 67 例，采用
了中医弹拨手法联合中药熏洗保守治疗，其中有效随访 28 例，

显效 5 例，总有效率 92.85%，2 例无效，后经针刀松解臭氧治

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疗后好转。

1

4

临床资料

讨

论

本组 28 例，男 19 例，女 9 例，左侧 21 例，右侧 5 例，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属中医学腰腿痛范畴，是由跌仆外

双侧 2 例，年龄 22～57 岁，平均年龄 37.3 岁，所有病例均有

伤，损伤经脉气血，气血运行不畅，或体位不正，腰部用力不

明显的腰痛，第三腰椎横突处肿胀、腰肌紧张，可触及 1～2.6cm

当，摒气闪挫，导致经络气血阻滞不通，均可使淤血留滞腰部

硬性结节或摸到条索状物。

而发生疼痛。现代研究表明，中药熏蒸可通过温热刺激，改善

2

方

法

2.1 治疗方法

微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加快代谢产物的清除，利于消肿和渗
出物的消散和吸收；同时由于热能的作用，促进皮肤、黏膜充
血，扩张毛孔，药物通过扩张的毛孔渗透肌肤，起到消肿、止

运用推拿弹拨手法配合中药熏洗的治疗方法，隔日 1 次，

痛、解痉，减少粘连和促进愈合的作用[2]。通过弹拨配合中药

10 次为 1 个疗程。弹拨法：医者用双手拇指在腰椎第三横突尖

熏洗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活血化瘀，舒经通络，促进无

端处作与条索状硬块垂直方向的弹拨，弹拨由轻到重，由浅到

菌性炎症的吸收和解除肌肉痉挛，消散条索或硬结，消除疼痛，

深，以患者能忍受为度，以松解粘连、消散淤肿的目的。中药

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熏洗：弹拨推拿完毕后，将患者置于熏洗床上，暴露腰部，以

综上所述，弹拨手法联合中药外用熏洗治疗腰三横突综合

腰痛方熏洗 30min，温度以患者耐受为宜，约 45℃～55℃，隔

症是一种比较科学、见效快、疗效确切、能根治的治疗方法，

日 1 次。自拟腰痛方组成：炙白芷 20g，荆芥 10g，防风 10g，

病人痛苦小、安全、费用低，宜在基层社区门诊推广。

红花 10g，当归 10g，炙川草乌各 10g，伸筋草 10g，透骨草 10g，
五加皮 10g，威灵仙 10g，海桐皮 10g，海藻 10g，炒小茴 10g，

参考文献：

寄生 10g，加清水 2000ml 大火煮开后，加醋、酒各 50g，小火

[1]章银,周锦财,周江南.腰三横突综合征的同根神经反射现象[J].颈腰痛杂志,

在煎 5～10min，局部熏洗，待水温微温时，蘸水敷患处。

2002,1(23):6-8

2.2 疗效判定

[2]庞继光.针刀医学基础与临床[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181;2013:2-28

痊愈：临床症状、疼痛及功能障碍均消失；显效：临床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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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茶调散加减治疗三叉神经痛 42 例疗效分析
An effective analysis of treating 42 cases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with the
Chuanxiong Chatiao powder
刘俊生
（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中心卫生院，山东 淄博，255313）
中图分类号：R74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096-02
证型：AGD
【摘 要】 目的：探讨川芎茶调散加减对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效果，以供参考。方法：选择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9 月我院
三叉神经痛患者 84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分组。A 组接受卡马西平治疗，B 组同时接受川芎茶调散加减治疗。连续治疗 4 周
后评价疗效，对比两组患者总有效率的差异性。结果：对比两组总有效率发现，B 组明显高于 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采用川芎茶调散加减辅助治疗三叉神经痛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川芎茶调散；卡马西平；三叉神经痛；治疗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huanxiong Chatiao powder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for reference. Methods: From 2009 October to 2012 September in our hospital 84 cases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pati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grouping. A group received the C Masi Bing treatment, B group received both Chuanxiong
Chatiao powder and the C Masi treatment. Continuous treatment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fter 4 weeks, the difference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total efficiency. Results: Bing Com pared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wo groups, the B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A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huanxiong Chatiao powder auxiliary treatment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has certain advantages,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Chuanxiong Chatiao powder; Carbamazepine; Trigeminal neuralgia; Therapeutic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8
B 组在此治疗基础上同时接受川芎茶调散加减治疗。基本

三叉神经痛在神经科临床较为常见，好发于中老年患者，
临床表现为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出现严重的抽搐样、刀割样

方为川芎茶调散，包括川芎、荆芥、防风、细辛、全蝎、桃仁、

或烧灼样剧烈疼痛，多发生于单侧面部，目前临床尚无特效根

红花、白芷、薄荷、菊花、蔓荆子、甘草等。随症加减，肝阳

治方法。笔者采用川芎茶调散加减辅助治疗三叉神经痛，现将

上亢者酌加生石决明、钩藤；湿盛痰浊者酌加炒白术、半夏；

治疗体会报告如下。

瘀血阻滞者酌加丹参、三七；眉棱骨痛者酌加茺蔚子、白芷。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9 月我院三叉神经痛患者 84

上药 1 剂/d，水煎 2 次，取汁 400ml，分早晚 2 次温服[1]。
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4 周后评价疗效，对比两组患者总有
效率的差异性。
1.3 评价指标

例作为研究对象，均有单侧面部额、眼、面颊、牙床等部位严

显效：头面部疼痛和伴随症状消失，各项实验室检查指标

重抽搐样、刀割样或烧灼样剧烈疼痛等临床表现，并有面部潮

均正常，随访半年内未见复发；有效：临床症状减轻，各项实

红、皮肤温度增高、结膜充血、流泪、唾液分泌增多、鼻黏膜

验室检查指标改善，随访半年内复发次数减少；无效：临床症

充血等伴随症状。同时剔除继发性三叉神经痛、合并心、肝、

状无变化，复发频率未减少。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肾、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精神异常等患者。
根据随机法分组，A、B 组各 42 例。A 组患者年龄 40～

1.4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

75 岁，平均年龄（52.64±7.43）岁，体重 50～86kg，平均体
重（63.45±5.73）kg，病程 0～10 年，平均病程（2.46±0.47）

料以率（%）表示，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较。P<0.05 认为差异

年；疼痛位于左侧 23 例、右侧 19 例，其中男性患者 16 例，

具有统计学意义。

女性患者 26 例，B 组患者年龄 42～74 岁，平均年龄（51.98±

2

7.26）岁，体重 51～85kg，平均体重（63.72±5.45）kg，病程 0～
12 年，平均病程（2.58±0.61）年，疼痛位于左侧 22 例、右侧
20 例，其中男性患者 15 例，女性患者 27 例。
对比两组患者年龄、体重、病程、性别、文化程度等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组间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A 组接受卡马西平片（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规格：
0.1g，国药准字 H32021018）口服治疗，剂量为 0.1g/次，2 次/d。

结

果

对比两组总有效率发现，B 组明显高于 A 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具体数据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n＝42）

无效

总有效

A组

15（35.71） 18（42.86）

显效

9（21.43）

33（78.57）

B组

19（45.24） 21（50.00）

2（4.76）

40（95.24）*

注：与 A 组比较，*P<0.05。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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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茺蔚子、白芷以活血通经、清肝明目。诸药合用，共奏行气

目前临床对于三叉神经痛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一般
认为与岩骨部位骨质畸形、小血管畸形有关。西医临床以对症
治疗为主，卡马西平是其中的代表药物，其效果往往并不理想。
中医学理论将三叉神经痛归纳于“偏头痛”
、
“头风”之范畴，
病机为风邪外袭、瘀血阻窍，治则以祛风散热、活血化瘀为法。
川芎茶调散方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中川芎、荆
芥、防风疏风散寒、行气止痛；细辛散寒止痛；全蝎搜风剔邪；
桃仁、红花活血化瘀、止痛；白芷、薄荷清利头目、搜风散热；
菊花、蔓荆子清热祛风；甘草调和诸药。肝阳上亢者酌加生石

活血、祛风化瘀之功效[2]。
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川芎茶调散加减辅助治疗三叉神经
痛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欧阳东,刘燕军,刘英霞,等.中医中药治疗三叉神经痛疗效观察[J].中国社
区医师:医学专业,2010,12(27):143
[2]吕本洋,刘舫,田学文,等.刘舫应用加减川芎茶调散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临床观察[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1,27(1):16-17

决明、钩藤以平肝潜阳；湿盛痰浊者酌加炒白术、半夏以祛痰
利湿；瘀血阻滞者酌加丹参、三七以活血化瘀；眉棱骨痛者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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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胃炎的疗效分析
An effect analysis of treating gastritis with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郑明珠
（临潼区骊山卫生院，陕西 西安，710600）
中图分类号：R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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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60 例胃炎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实验
组总有效率为 93.4%；对照组为 76.7%，两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西医治疗的基础上辅加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
胃炎临床效果明显，且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半夏泻心汤加味；胃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treatment of gastritis clinical efficacy. Methods: 60 gastritis patient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as the object of research.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3.4%, 76.7%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secondary
plus the effect of Banxia Xiexin Tonga taste treated gastritis clinical effect is obvious, and the low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Gast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59
胃炎是由各种病因引起的胃黏膜炎症，是临床上的常见

1.2 方法

病和多发病，从中医范畴上来讲，其主要是寒热虚实错杂、

两组患者均给予阿莫西林和奥美拉唑等西医常规治疗。

脾胃升降失司、气机痞塞造成的，临床给予半夏泻心汤化湿

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辅加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基本

热治疗能调节脾胃。将我院收治的 60 例胃炎患者分为对照组

方如下：半夏 10～15g，黄芩、人参各 10g，大枣 8 枚，干姜、

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实验组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辅加半

炙甘草各 6g[1]。辨证加减：嗳气吞酸的患者加白术 10g，龙骨

夏泻心汤加味治疗，两组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并发症发生率有

和牡蛎各 20g；疼痛严重的患者加郁金香 10g，木香 6g，香附

显著的差异，现报告如下。

8g；呕吐严重的患者加代赭石 25g，吴茱萸 6g；患者腹胀欲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闷则加藿香和佛手各 10g，莱菔子 15g；患者出现积食的话加
神曲 20g，布渣叶和枳壳各 15g；患者腹痛难耐且消化不良则
加山楂和木香各 10g，神曲 15g；按照上述基本方配药煎服食

选取 2009 年 5 月～2011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胃炎患

用：加水 500ml，煎至 100ml，取出，再加水至 500ml，之后

者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 30 例，男

煎至 250ml，
取出。
将上述两次药液混合取 350ml 于饭前 30min

17 例，女 13 例；年龄 26～74 岁，平均年龄 42.8 岁；病程 0.5～

服用，3 次/d，3 个月为 1 个疗程[2]。

12 年，平均 6.3 年；实验组 30 例，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1.3 疗效判定[3]

27～77 岁，平均年龄 44.1 岁；病程 1～13 年，平均 8.4 年；

痊愈：临床体征和症状完全消失，胃镜检查胃粘膜完全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胃炎分类及临床症状等方面无显著

恢复；显效：临床体征和症状消失，胃镜检查胃粘膜显著改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善；好转：临床体征和症状明显减轻，胃镜检查病变范围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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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了 1/2 以上；无效：临床体征、症状及胃镜检查结果均无明

2

显的改善。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组 30 例患者总有效率为 93.4%；对照组 30 例患者

本次所有研究资料均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

总有效率为 76.7%。两组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0

11（36.7）

9（30）

8（26.7）

2（6.6）

93.4

对照组

30

8（26.7）

8（26.7）

7（23.3）

7（23.3）

76.7

2.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防御功能及其屏障保护作用，干姜中的姜烯能够有效抑制有

实验组 2 例患者出现上腹部不适、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并

害因子损伤胃黏膜，而炙甘草中的生胃酮则能促进胃黏膜再

发症，不良发生率为 6.6%；对照组 6 例出现胃肠道并发症，

生。诸药并用，能够起到免疫调节、抗感染的作用，同时还

不良发生率为 20%。两组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可以有效减轻胃黏膜水肿、充血和糜烂等。本组 60 例胃炎患

（P<0.05）
。 两组患者的胃肠道炎症均给予对症处理，恢复

者中，实验组总有效率为 93.4%，对照组为 76.7%，两组对比

正常。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西医常规基础治疗的基

3

讨

础上辅加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胃炎临床效果显著，值得临床

论

推广和应用。

胃炎属于中医学中“痞症”、“胃脘痛”的范畴，其多
因内伤饮食情志、外邪内陷，或者脏器功能失调等，致使气

参考文献：

机郁滞、胃气不和、胃失濡养[4]。半夏泻心汤主要由半夏、黄

[1]雷宝智,赵文胜.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42 例[J].浙江中医

芩、人参、大枣、干姜和炙甘草组成，从胃炎的病理来看，

杂志,2008,43(11):645

半夏泻心汤对胃炎有和调脾胃、辛开苦降、升降双调、清上

[2]孙吉云.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胃炎的临床效果分析[J].健康必读(中旬

温下、寒热并用以及补泻兼施等特点，其不仅遵循中医辨证

刊),2012,11(10):122-123

论治原则，同时又与西医治疗胃炎方法一致。基本方中的半

[3]邵明水.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胃炎 60 例[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9

夏有和胃降逆和燥湿散结的功效，黄芩有清热燥湿的功效，

(14):161

干姜有宽中散寒除满、温中散寒的功效，炙甘草则具有益胃

[4]简军.半夏泻心汤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 60 例[J].河南中医,2006,25

生津、益气健脾的功效。上述几种药物组合成基本方，具有

(1):18-19

健脾益胃、清热化湿和调气畅中的效用。随着医学药理的不
断发展，黄芩能够对抗幽门螺旋杆菌，人参能够增强胃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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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心汤治疗慢性心力衰竭 54 例的疗效观察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4 cases of CHF with the Baoxin decoction
赵桥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41.6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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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保心汤治疗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的临床疗效。方法：收集符合美国纽约心脏
病学会（NYHA）心功能分级为 II-IV 级的 CHF 住院病人 54 例，在常规西药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保心汤，用药期间记录心悸、胸闷
（痛）
、气短等发作次数、程度及持续时间，并依据 HYHA 的功能分级变化评分，每日测脉搏、呼吸、心率、血压；4 周后观察
疗效。结果：显效 11 例（21.1%），有效 37 例（71.2%）
，总有效 48 例（92.3%）
；所有患者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均无明显影响，
全部病例均能耐受，完成疗程。结论：保心汤是临床上治疗 CHF 的一个安全、疗效确切的方药，其作用机理可能与心室重塑而发
挥治疗心衰的作用等多环节因素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保心汤；慢性心力衰竭；临床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function of the Baoxin decoction in treating CHF. Methods: To select 54 patients referred to
NYHA II-IV, routing modern medicine therapy plus the Baoxin decoction. Pulse, respiration, heart rate, blood pressure were record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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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was observed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 Effective for 11(21%), better effective for 37(71.2%),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48(92.3%), other characters were normal. Conclusion: The Baoxin decoction is effective and safe in treating CHF.
【Keywords】 The Baoxin decoction; CHF; Clinical stud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0
慢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结构或功能性疾病导致心室充
盈及（或）射血能力受损而引起的一组临床综合症，是大多数
心血管疾病的最终归宿，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1]，属于发病
率、死亡率高的病种之一。CHF 已成为我国心血管疾病领域的

以上者；②有效：心功能改善 1 级，而不足 2 级者；③无效：
心功能改善不足 1 级者；④恶化：心功能恶化 1 级或 1 级以上。
2

果

显效 11 例（21.1%）
，有效 37 例（71.2%）
，总有效 48 例

重要公共卫生问题，CHF 防治已成为本世纪人类关注的重要心

（92.3%）
；所有患者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均无明显影响，全部

血管疾病之一。
我院自 2010 年 3 月～2012 年 11 月，运用保心汤治疗慢性
心力衰竭 54 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

结

病例均能耐受，完成疗程。
3

资料与方法

讨

论

CHF 是一个病史上以特异症状（呼吸困难和疲乏）和物理
检查时以体征（液体潴留）为特征的临床综合症。导致心衰的

1.1 临床资料
本组 54 例患者均符合《欧洲心脏病学会 2005 年慢性心力
[1]

[2]

衰竭诊断指南》 ，心功能分级符合心功能 NYHA 分级法 。

原因包括心脏本身疾患，同时与周围血管功能、肺动力学改变、
植物神经功能和肾脏处理钠的功能有关。

男性患者 23 例，女性 31 例，年龄 35～70 岁，平均 63 岁；其

慢性心衰在祖国医学中，可以归属为心悸、水肿、痰饮、

中冠心病 25 例，高心病 12 例，扩心病（肺心病）14 例，其它

肺胀等[3]。其病机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虚着为气血阴阳亏

3 例。

损，心神失养；实着为淤血内阻，痰浊阻滞，气血运行不畅。

1.2 方法
全部病例根据病情予以休息，适当限制钠盐摄入，伴有呼

保心汤益气活血利水，该方是在春泽汤的基础上辨证施治
加减而成。方中人参大补脾气、心气，使肺气足能调节水液，

吸道感染者，适当选用抗生素治疗。

使心气复百脉通；白术健脾运湿，使水湿不致停聚；桂枝辛温

1.2.1 常规药物治疗

通阳，助膀胱之气化，气化则水行；再加入茯苓、猪苓、泽泻

给予呋塞米 20mg，1 次/d，密切关注电解质，必要时补充
钾盐；培哚普利 2mg，1 次/d；单硝酸异山梨脂片 30mg，1 次/d；
地高辛 0.125mg，1 次/d；倍他乐克，在心衰情况稳定后，首先

利水渗湿则小便通，浮肿消。加入川芎、红花活血化瘀，使心
悸、气喘、舌暗等症消除。
在此临床观察中，我们运用的保心汤益气活血利水，这种

从小剂量 6.25mg 开始，1 次/d，以后逐渐增加剂量，适量维持。

治疗模式经历长期的实践验证，可以有效改善慢性心功能不全

根据心衰的不同病因酌情调整治疗方案。

患者症状，降低病人病死率，这与慢性心功能不全的现代疗法

1.2.2 保心汤的中药组成、制剂、服用方法及治疗疗程

不谋而合。

①保心汤组成：人参 15g（另煎）
，茯苓 15g，泽泻 15g，

参考文献：

白术 12g，猪苓 15g，桂枝 10g，川芎 15g，红花 12g。②汤剂
的制备：以上药物取自我院中药房，药源固定。③煎煮方法：

[1]徐变玲,徐学功.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临床研究进展[J].中医临床研究,

使用中药煎煮机，加水 500ml，取汁 200ml/剂。用法：1 剂/d，

2011,3(23):27-28

分早中晚 3 次温服。④治疗疗程：连续用药 4 周为 1 个疗程。

[2]徐辉.温阳益气行瘀利水对慢性心衰 LVEF 及血脑利钠肽影响[J].中医临

1.2.3 观察指标

床研究,2011,3(15):5-7

1.2.3.1 安全性指标
①一般体检项目（脉搏、呼吸、血压）；②血、尿、便常
规；③肝功能（ALT）
，肾功能（SCr、BUN）检查。
1.2.3.2 疗效性指标
①症状：心悸、胸闷（痛）
、气短。②体征：脉搏、呼吸、
心率、血压。
1.3 临床疗效判定指标

[3]王韶兵.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方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J].中医临床
研究,2011,3(2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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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能疗效判定标准：心功能分级：参照美国纽约心脏病
学会标准（即心功能 NYHA 分级法）[2]。
疗效判定标准：①显效：心衰基本控制或心功能改善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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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晶日教授活用参苓白术散治疗老年慢性泄泻病经验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 XIE Jing-ri for treating senile chronic diarrhea with
Shenling Baizhu powder
吴 超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
中图分类号：R2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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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谢晶日教授治疗老年慢性泄泻病的经验，从病机的认识，组方用药特点以及调护等方面介绍其临床经验。
【关键词】 老年慢性泄泻病；参苓白术散；经验；谢晶日
【Abstract】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 XIE was introduced in treating chronic diarrhea, based on the etiology and medicine recipes.
【Keywords】 Chronic diarrhea; Shenling Baizhu powder; Clinical experience; XIE Jing-ri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1
谢晶日教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级名中

如脾虚湿盛，可痰浊内留。

医，业医将近 40 年，博学广识，精研古方，熟谙药性，执简

肝失疏泄，气机不利，可瘀血内生，以及虚中夹滞、虚中

驭繁，于平淡之中屡起沉疴，擅长内科疑难病证的诊断治疗，

蕴热等，用药收涩过度，则有“闭门留寇”之嫌。慢性泄泻病

笔者有幸侍诊于侧，虽因愚钝不能尽得吾师精髓，亦略有所体

位在肠在腑，“六腑以通为用”，故治疗当以通为用，此通除

会。现将其治疗老年慢性泄泻病经验陈述于下。

有疏通消导之意外，尚有脾虚以健、运为通；肝郁以疏、达为

1

衷中参西，详探病机
谢教授通过对大量临床患者的病史、起居、工作等资料的

通；肾阳不足以温为通。桔梗宣肺祛痰，开肺气以通二便，本
以泻利为病，故去之；柴胡本可疏肝，醋制一方面增强疏肝之
功，另一方面亦可引药入肝经，调肝理脾；方中以盐补骨脂温

详细收集以及生化、肠镜等的检验检查结果的参照，衷中参西，

肾止泻；肉豆蔻为治虚寒泻痢之要药；诃子，为久泻久痢之要

详探病机，认为脾虚湿盛是病机关键。老年人生理特征为：体

药，其苦味可佐制骨脂、肉豆蔻之温，以防过温伤阴。

质渐衰，五脏虚损。《千金翼方》曰：“人年五十以上，阳气

湿重者加苍术、猪苓、泽泻；伤于饮食者，加鸡内金，焦

日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临床上阴阳俱虚，尤以脾肾阳

山楂，焦六神曲，炒麦芽；气滞重者，加枳实，槟榔片；大便

虚更为突出。脾运失健，小肠受盛和大肠传导失常，而致大便

带血者，加三七粉，白芨粉，侧柏炭，荆芥炭；久泻者，加五

泄泻。湿为病理关键。脾虚生湿，湿为阴邪，易困脾阳，脾受

倍子，五味子；腹痛者，加芍药，延胡索，甘草；腹痛血瘀重

湿困，运化不健则生飧泻。
《内经》有云“湿胜则濡泻”，
《难

者合用失笑散。久泻伤阴者，常以益气运脾、养阴，加太子参、

经》谓“湿多成五泄”。古代医家有“无湿不成泻”之说。或

黄芪、沙参、麦冬、石斛、葛根；滑脱不禁者加米壳。

本有脾虚，复加肝旺乘侮，肝主疏泄，调节脾运，为脾所不胜
之脏，脾病则肝乘而侮之，则脾更虚，脾气虚损无以固摄；或

3

重视调护，细节决定成败

脾病日久，湿邪阻于中焦，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气机被遏，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精神负担重，情志、饮食、居住

升降失常，迁及于肝，肝脾不调，亦可致病。脾为后天之本，

环境等因素对疾病转归的影响不容忽视。谢教授认为中医自古

所生化之精微以充先天之本，老年慢性泄泻患者多有较长的消

重视调护，古语就有“治病之功，三分在治，七分在养”，常

化系统疾病病史，久病不愈则形成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可谓

常教诲弟子：“细节决定成败”、“医护不分家”。医者必须

“穷必及肾”。张景岳有言：“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所以

懂得调护，非只限于饮食，起居，以及药物的服用方法，还重

二便之开闭，皆肾脏之所主，今肾中阳气不足，则命门火衰……

视情志的调节。在患者寻医就诊的过程中，注意察言观色，善

阴气盛衰之时，即令人洞泄不止也”。因此，老年慢性泄泻患

于与其沟通交流，凡所诊治之患者，必嘱弟子详细告知药物用

者，病虽以脾虚湿盛为主，然肝脾不调，脾肾阳虚之证共见于

法，调护注意事项等。待到患者复诊时，必问患者是否告知清

临床。

楚。诸如此等，每于细枝末节之处查悉患者心理，增其信任感，

2

以通为用，立法制方
基于以上对疾病病机的认识，治以益气疏肝，健脾渗湿，

温肾，止泻为法，以局方参苓白术散去莲肉、桔梗，加醋柴胡，
盐补骨脂、肉豆蔻、诃子为主方治疗。谢晶日教授认为慢性泄
泻患者，病史经年累月，已成痼疾，至虚之处，常为容邪之所。

令其以乐观积极之心态面对疾患，从而加强了患者的依从性，
临床诊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简介：
吴超，男，山东日照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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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血疗法加祛瘀散外敷治疗踝关节扭伤 43 例
Treating 43 cases of Ankle sprain by local bloodletting plus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Quyu powder
陈昆鹏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河南 郑州，450047）
中图分类号：R32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01-01
【摘 要】 目的：观察局部放血疗法加祛瘀散外敷治疗踝关节扭伤的疗效。方法：踝关节扭伤 43 例，采用局部放血疗法结
合祛瘀散外敷法，治疗 1 次/d。结果：治愈 27 例，显效 16 例。总有效率 100%。结论：局部放血疗法加祛瘀散外敷治疗踝关节扭
伤起效快，疗效好。
【关键词】 踝；关节扭伤；祛瘀散
【Abstract】 Objectives: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ankle sprain with local bloodletting combined with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Quyu powder. Methods: 43 patients of ankle sprain were treated by local bloodletting combined with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Quyu powder, one time a day. Results: 27 patients were cured, 15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100%.
Conclusion: Local bloodletting combined with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Quyu powder in the treatment of ankle sprain fast onset of action
efficacy.
【Keywords】 Ankle; sprain; Quyu powd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2
踝关节扭伤多因活动时突然足内翻或外翻引起。本病恢复
期长，严重影响患者的行动，给患者的行动带来很多不便。2009
年 10 月～2012 年 9 月，笔者运用局部放血疗法加祛瘀散外敷
治疗踝关节扭伤 43 例，疗效满意，总结如下。
1

一般资料

6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46 岁，2012 年 5 月初诊。主诉：左踝关节
外侧疼痛肿胀，伴活动障碍 5h。患者 5h 前搬货物上楼梯时不
慎扭伤左侧踝关节，疼痛肿胀，行走困难前来应诊。体格检查：
左踝关节外侧疼痛肿胀，外侧有压痛，外翻动作疼痛加剧。X

踝关节扭伤 43 例，男 15 例，女 28 例；年龄 17～69 岁；
病程>2h；损伤均为单踝，右踝 26 例，左踝 17 例。

片检查显示：左踝关节正常，未见骨折。诊断为左踝关节扭伤。
给予局部放血疗法，放血后疼痛就减轻了很多，再加祛瘀散外

2

敷，连续治疗 3d 后，疼痛肿胀消失，压疼消失，行走正常。
随访 1 个月，未见复发。

诊断标准

按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1]。①有明显的踝关节扭
伤史；②踝关节疼痛，肿胀，伴跛行；③局部压痛明显，做内
外翻动作时，疼痛明显加剧；④X 线检查踝关节无骨折。
3

治疗方法

首先用食指在扭伤部位上找到明显压痛点，用龙胆紫标
记，一次选择 3～5 点，用碘伏消毒，然后用 0.6 号一次性无菌
针头在每个点上点刺三下，再用真空管把淤血吸出，再用碘伏
消毒，最后给予祛瘀散外敷。药物组成：三七 30g，血竭 30g，
大黄 30g，冰片 10g。上述药物加工成 100 目细粉备用。用法：
按损伤面积的大小，取适量药粉，放入药瓷碗内，加入鸡蛋清、
黄酒和蜂蜜适量，调和成糊状，均匀平摊于仿皮布上，厚度 3～
5mm，然后用绷带包裹固定。治疗 1 次/d，所有病人连续治疗
3～7d 后观察疗效。
4

疗效判定标准

按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1]。治愈：肿胀、疼痛、
压痛消失，行动自如；显效：肿胀、疼痛基本消失，能正常行
走，仅有轻微患处压痛；有效：肿胀、疼痛基本消失，行走时
有不适感；无效：肿胀、疼痛基本消失，关节功能有一定改善，
但不能正常行走，或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变。
5

结

果

7

解

析

《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说：
“跌打损伤之症，专从血
论”
。踝关节扭伤是近踝关节部位的软组织损伤，大都因行走、
跑步、上下楼梯时不小心扭伤引起，临床表现为踝关节疼痛、
肿胀、皮下淤血、关节活动受限，属中医“伤筋”范畴。踝关
节扭伤发病迅速，短时间内局部出现疼痛肿胀，皮下淤血，血
瘀造成气血阻滞，故致疼痛肿胀，继而行动困难。因此，治疗
采取局部放血疗法，迅速把局部淤血放出，已达到气血畅通，
后用三七、血竭活血化瘀，大黄化瘀凉血消肿，冰片、黄酒增
强化瘀通络功效。另加蜂蜜以解局部瘀毒，鸡蛋清以加强凉血
消肿的功效。临床应用表明，局部放血疗法加祛瘀散外敷治疗
踝关节扭伤起效快，疗效好，治疗彻底，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209

作者简介：
陈昆鹏，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治愈 27 例，显效 16 例。3d 有效率 41%，7d 有效率 59%，
总有效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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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消毒饮合生脉饮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viral myocarditis with the decoction of
Wuwei Xiaodu plus the decoction of Shengmai
陈玉琴
（河南省荥阳市中医院，河南 荥阳，450100）
中图分类号：R54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02-01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观察五味消毒饮合生脉饮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对比单独常规西医综合治疗和常规西药综
合治疗联合给予五味消毒饮合生脉饮口服的效果。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P<0.05。结论：五味消毒饮
合生脉饮能够提高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五味消毒饮；生脉饮；病毒性心肌炎；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Wuwei Xiaod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Shengmai decoction on treating
viral myocarditis. Methods: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alon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nd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five disinfection effect of Shengmaiyin oral decoc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Wuwei Xiaodu decoction plus Shengmai decoction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viral myocarditis.
【Keywords】 Wuwei Xiaodu decoction; Shengmai decoction; Viral myocarditis;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3
为提高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效果，我院运用五味消毒饮合
生脉饮对患者进行治疗，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2

将我院 86 例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
疗组 52 例，男 29 例，女 23 例，年龄 18～66 岁，病程 7d～6

例，女 18 例，年龄 17～69 岁，病程 6d～5 个月，平均病程 260d，
心电图结果：9 例房性早搏，26 例室性早搏，16 例病态窦房结
综合症 ST 改变。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资料方面无显
著差异，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吸氧，用 500m1 10%葡萄糖注射液、10ml 10%氯
化钾、8U 胰岛素联合进行极化液静脉滴注，1 次/d；静脉滴注
10%葡萄糖注射液＋40mg ATP＋100mg 肌苷能量合剂，静脉滴
注 5g1，6 二磷酸果糖能量合剂，口服 20mg 三磷酸腺苷，3 次/d。
2 周后继续服用 20mg 曲美他嗪片、0.2g 维生素 C，3 次/d，2
个疗程后进行分析。
治疗组加用五味消毒饮合生脉中药汤剂口服，药味构成：
金银花、野菊花、忍冬藤、紫花地丁、当归各 15g，蒲公英 21g，
牛膝 10g，赤芍 9g，薏苡仁 30g。生脉饮药味构成：人参、炙

果

表 1 两组治疗后疗效对比

1.1 一般资料

个月，平均病程 30d，心电图结果：13 例房性早搏，32 例室性
早搏，19 例病态窦房结综合症 ST 改变。对照组 34 例，男 l6

结

疗效判定 [n（%）]

分组

病例数

治疗组

52

32（61.54） 16（30.77） 4（7.69）

92.31*

对照组

34

18（52.94） 10（29.41） 6（17.65）

82.25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3

讨 论
根据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症状和病程，我院在运用常规西

药营养心肌基础上配合五味消毒饮合生脉饮对患者进行治疗，
取五味消毒饮清热解毒之功效，五味消毒饮中金银花、蒲公英、
野菊花均具有清热解毒，消散痈肿之功效；地丁能够治疗病毒，
与前三味配合能够使消散疔疮痈肿作用加强。生脉饮能够益气
养阴，方中人参能够益气补血，健脾益胃；黄芪能够益气养心，
具有增加免疫力，抗病毒，保护心肌的作用，可清除氧自由基，
改善心肌细胞电活动等作用[2-3]；麦冬能够滋阴养心，养心体，
助心用；五味子能够聚耗散之心气；炙甘草能够养心复脉，补
脾益气。合方中生脉饮可促进心肌合成代谢作用，降低心肌耗
氧量，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加冠脉流量，改善微循环。诸药合
用能够共奏活血化瘀，益气养阴，宁心复脉之功，使免疫力得
到提高，使心肌炎症反应得到有效抑制，提高心肌细胞的自我

甘草各 15g，黄芪 20g，麦冬、五味子各 30g。服用方法：1 剂/d，
水煎服，早晚空腹两次温服，1 个疗程为 15d，2 个疗程后进行

修复能力，用其治疗病毒性心肌炎能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值得
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分析。
1.3 疗效标准

[2]陈瑞珍,杨英珍,叶玉,等.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及其后遗心律失常的中西医结

参照《中医临床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病毒性心肌炎标准[2]。
治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心电检查结果恢复正常；好转：临
床主要症状得到控制或好转，心电图检查有改善；无效：临床
症状体征和心电图检查结果无改善。

[1]龙俊杰.中医临床病症诊断治疗标准[S].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28
合治疗[J].中华实用中西医学,1998,1:91-93
[3]孙成文,钟国赣,江岩.黄芪多糖抗氧化损伤的研究[J].中国药理学通报,
1996.12:16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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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药联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36 例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6 cases of RA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杜洛民
（河南三门峡市离退休职工医院，河南 三门峡，4720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03-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药联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采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散剂（装入胶囊）
与环磷酰胺联合应用。结果：全部病例用药期间跟踪观察 3～5 年，本组 36 例，临床痊愈 16 例，占 44.4%；显效 11 例，占 30.5%；
有效 8 例，占 22.2%；无效 1 例，占 2.9%；总有效率 97.2%。结论：中西药联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疗效显著，副作用少，值
得推广。
【关键词】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环磷酰胺；类风湿性关节炎；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TCM plus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RA. Methods: The powder capsules of
Danggui Sini plus Wuzhuyu Shengjiang was applied together with cyclophosphamide. Results: There were 36 patients, clinically cured 16
for 44.4%; markedly effective 11 for 30.5%; effective 8 cases for 22.2%; in effective 1 for 2.9%;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7.2%.
Conclusion: Treating RA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s better efficiency, and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The decoction of Danggui Sini plus Wuzhuyu Shengjiang; Cyclophosphamide; RA; Effect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4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以关

临床痊愈：小关节及多关节肿胀消除或小关节对称性肿痛

节病变为主的慢性全身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治疗复杂，笔者

消失，晨僵消失，无运动障碍及功能受限，恢复正常工作和生

自 2008 年 7 月～2009 年 9 月采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散

活；显效：肿胀或肿痛明显好转，晨僵明显减轻，工作和生活

剂，联合环磷酰胺治疗本病 36 例，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总结

基本不受影响；有效：仍有肿胀或肿痛，晨僵有改善，对工作

如下。

和生活有影响；无效：症状无改善。

1

2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36 例均为我院门诊患者，其中男 20 例，女 16 例。

结

果

本组 36 例平均治疗 2.5 个疗程，未发现明显毒副作用。按
上述疗效评定标准，临床痊愈 16 例，占 44.4%；显效 11 例，

年龄 21～58 岁，平均 49.5 岁；病程 1.5～24 个月，平均 8 个

占 30.5%；有效 8 例，占 22.2%；无效 1 例，占 2.9%；总有效

月。全部病例诊断符合《类风湿关节炎诊治指南》标准[1]。早

率 97.2%。实验室检查血沉恢复正常者 34 例，占 94.4%；降低

期（病程在 1 年之内，手指关节晨僵不超过 1h，关节酸痛、僵

2 例，占 5.6%；类风湿因子恢复正常者 33 例，占 91.7%。痊

硬，交替发作，逐渐加重，先多见于手指、足趾，继之可见于

愈病例 1 年后随访无复发。本组病例对药物耐受性良好，未发

掌跖、腕、肘、肩、踝、膝、肩关节，呈窜痛、冷痛、胀痛、

现明显的骨髓抑制等毒副作用。

酸痛，得温则舒，遇寒痛增，肿胀关节皮色正常）29 例；中期
（病程 1～3 年内，关节疼痛反复发作，除早期症状外，手指

3

讨

论

晨僵更明显，持续时间延长，其他关节也出现僵硬感，疼痛此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以滑膜炎和临床的关节晨僵、肿胀、疼

重彼轻，日轻夜重，间有刺痛、刀割样痛，关节此肿彼消，皮

痛反复发作为主要表现，其发病机理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中国

色正常或紫，伴皮下结节）7 例。X 线示软组织梭形肿胀，关

传统医学认为其发病机制属命门不足，精髓亏虚，风寒湿邪入

节周围骨质疏松 27 例；关节间隙模糊、狭窄，骨质疏松 7 例。

中阻滞经络所致，属于痹症范畴。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抑制滑膜

血沉升高者 28 例；类风湿因子阳性者 21 例。

组织增生及血管翳的形成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目的之一[2]。

1.2 治疗方法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源于《伤寒论》，由当归、芍药、桂

1.2.1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散剂（装入胶囊）
，2g/次，3 次/d

枝、细辛、通草、吴茱萸、甘草、生姜、大枣组成，具有温经

口服。连续服用 3 个月。

散寒，活血通脉作用[3]。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该方具有显著的降

1.2.2 环磷酰胺片 100mg/d，分 2 次饭后口服，4 周后改为

低血液粘度，扩张小血管，改善末梢微循环和较强的抗炎止痛

50mg/d，再维持用药 4 周为 1 个疗程，间隔 10 个月进行下 1

作用。环磷酰胺为免疫抑制剂，它能选择性地抑制 B、T 淋巴

个疗程。用药期间每周查 1 次血常规。

细胞和免疫母细胞，阻断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反应，具有较强

1.3 疗效标准

（下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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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新疆阿勒泰地区碘缺乏病监测结果分析
An inspection analysis of iodine deficiency disorders in the area of Altay
Xinjiang in 2011
古丽娜尔•居马西 叶 英 阿丽亚•胡马汗里 沙尼亚•阿不都热依木 伊力哈木•哈德尔
（新疆阿勒泰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疆 阿勒泰，836500）
中图分类号：R15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04-03

【摘 要】 目的：了解阿勒泰地区碘缺乏病防治效果及居民碘营养状况，评价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和防治效果，为今后碘缺
乏病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全地区 7 个项目县（市）按东、西、南、北、中 5 个方位随机抽取 5～9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
随机抽取 4 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随机抽检 8～15 户居民食用盐，进行盐碘检测（盐碘采用直接滴定法测定）
；在抽取的 5 个乡
镇随机抽取 1 所小学，在抽中学校的所在村按东、南、西、北、中各抽取 1 份饮用水水样，如为集中式供水地区，则采集 2 份末
梢水样进行水碘测定（水碘有省级实验室按照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推存检测）；碘缺乏病病情监测县在所抽取小学随机抽取
12 名学生和在所抽取小学附近选择 3 个乡，每个乡抽取孕妇和哺乳妇女各 5 人共 30 人进行尿碘含量检测。非病情监测县在所抽
取小学各随机抽检 20 名 8～10 岁学生进行尿碘含量检测（尿碘在本地区疾控中心实验室，采用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测定）
。结果：
全地区共检测水样 104 份，水碘范围为 0.3～191.81ug/L，水碘中位数为 14.4 ug/L；检测食盐 2018 份，盐碘中位数 33.86mg/kg，
碘盐覆盖率为 98.65%，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96.54%；检测 8～12 岁儿童尿样 632 份，尿碘中位数为 211.3 ug/L。结论：通过开展碘
缺乏病监测，全区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均在 96%以上，8～10 岁儿童尿碘<100ug/L 以下的占 46.2%，50ug/L 以下的占 8.7%，
小学生和家庭主妇碘缺乏病知晓率为 89.51%、85.23%，表明阿勒泰地区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国家碘缺乏病
消除标准，不存在碘缺乏和碘过量问题。
【关键词】 碘缺乏病；监测；分析；阿勒泰地区；新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iodine deficiency disorders in the area of alatai, and evaluate the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program. Methods: To collect environment samples for iodine content examination (different villages, different ages and
peoples); and select pupils and pregnant and lactating women in three counties for 30 people and the urine iodine content was examined.
Results: The range of 104 environment water samples for iodine was 0.3～191.81ug/L, the median was 14.4ug/L, 2018 samples of salt was
examined and the median was 33.86mg/kg, iodized salt coverage was 98.65%, qualified iodized salt was 96.54%. 632 copies of 8～12
year-old children’s urine sample were detected and the median urinary iodine was 211.3 ug/L. Conclusion: Through a seriou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ling program, there is no more iodine deficiency disorders.
【Keywords】 Iodine deficiency disorders; Inspection; Analyze; The area of Altay; Xinjia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5
食盐加碘是消除碘缺乏病的根本措施，合格碘盐食用率是

按东、南、西、北、中各抽取 1 份饮用水水样，如为集中式供

评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是否实现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因此碘盐

水地区，则采集 2 份末梢水样进行水碘测定；碘缺乏病病情监

质量监测对评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

测县在所抽取小学随机抽取 12 名学生和在所抽取小学附近选

掌握新疆阿勒泰地区碘缺乏病防治效果和居民碘营养状况，按

择 3 个乡，每个乡抽取孕妇和哺乳妇女各 5 人共 30 人进行尿

照《2011 年度碘缺乏病监测方案》和《新疆自治区 2011 年度

碘含量检测。非病情监测县在所抽取小学各随机抽检 20 名 8～

地方病防治项目管理方案》的要求，阿勒泰地区所辖六县一市

10 岁学生进行尿碘含量检测；在每个项目县（市）选择 3 个项

开展了碘缺乏病防治监测工作，现将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目乡，每个乡各抽取 30 名 5 年级学生，在每所项目学校所在

1

内容与方法

1.1 抽样方法

地随机抽取 15 名家庭主妇，采用统一试卷开展健康教育基线
调查（干预前）和效果评估（干预后）
。
1.2 检测方法

全地区 7 个项目县（市）按东、西、南、北、中 5 个方位

盐碘采用直接滴定法测定，mg/kg 表示；水碘测定由省

随机抽取 5～9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4 个行政村，在

级实验室按照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推存方法检测，以

每个行政村随机抽检 8～15 户居民食用盐，进行盐碘检测；在

ug/L 表示；尿碘采用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测定，尿碘水平中位

抽取的 5～9 个乡镇随机抽取 1 所小学，在抽中学校的所在村

数以 ug/L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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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判断标准

区及各县（市）碘缺乏病实验室均通过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

食用盐中碘含量为 20～50mg/kg 为合格碘盐，碘含量为

室碘盐和尿碘外质控考核并合格。

5～20mg/kg 和>50mg/kg 为不合格碘盐，碘含量<5mg/kg 的为

2

非碘盐；8～10 岁儿童尿碘<100ug/L 以下的比率小于 50%，

结

果

2.1 水碘检测

50ug/L 以下的比率小于 20%。

全地区六县一市共检测水样 104 份，中位数为 14.41ug/L，

1.4 质量控制

水碘范围为 0.3～191.81ug/L。见表 1。

监测和检验人员均参加了自治区统一举办的岗位培训。地
表 1 2011 年阿勒泰地区六县一市水碘中位数与频数分布情况
中位数

>20

～20

≤10
县市（ug/l） 水样份数

份数

百分比（%）

份数

百分比（%）

份数

百分比（%）

1

4.0

7

28.0

17

68.0

25

25.1

哈巴河

2

22.16

0

0

0

0

2

100

吉木乃

10

6.32

9

90.0

1

10.0

0

0

布尔津

22

11.11

8

36.36

5

22.72

9

40.9

福海

16

11.31

7

43.75

4

25.0

5

31.25

青河

16

23.51

4

25.0

3

18.75

9

56.25

阿勒泰

富蕴

13

5.03

6

46.15

2

15.38

5

38.46

合计

104

14.41

35

33.65

22

21.15

47

45.19

2.2 居民食用盐监测

盐覆盖率为 98.65%，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96.64%。见表 2。

共监测居民食用盐 2088 份，盐碘中位数 33.86mg/kg，碘
表 2 2011 年阿勒泰地区六县一市居民户碘盐检测结果
盐碘（mg/kg）频数分布
县市

检测份数

中位数（mg/kg）

碘盐覆盖率（%） 碘盐合格率（%）

阿勒泰

288

33.86

98.96

97.89

哈巴河

300

31.8

97.33

吉木乃

300

32.0

100

布尔津

300

33.25

福海

300

39.25

青河

300

33.2

100

合格碘盐食用率（%）

<5

5～

20～

50～

96.88

3

1

279

5

98.63

96.0

8

1

288

3

99.0

99.0

0

3

297

0

100

99.67

99.67

0

0

299

1

99.0

93.94

93.0

3

2

283

16

96.67

96.67

0

6

290

4

富蕴

300

33.57

95.33

100

95.33

14

0

286

0

合计

2088

33.86

98.65

97.27

96.64

28

13

2018

29

2.3 尿碘检测

占 46.2%，50ug/L 以下的 55 份，占 8.7%；检测孕妇和哺乳妇

共检测 8～12 岁儿童尿样 632 份，尿碘值范围为 30.3～
676.1ug/L，中位数为 211.3 ug/L，尿碘 100ug/L 以下的 292 份，

女尿样 30 份，中位数为 178.65ug/L，尿碘值范围，39.4～506.7
ug/L。见表 3、表 4。

表 3 2011 年阿勒泰地区六县一市 8～12 岁儿童尿碘检测结果
县市

检测份数

中位数（ug/L）

阿勒泰

120

241.3

哈巴河

12

126.3

吉木乃

100

布尔津

100

福海

100

尿碘频数（ug/L）分布
<50

50～

100～

200

300～

5（4.2）

9（7.5）

25（20.8）

75（62.5）

6（5.0）

0（0）

4（33.3）

6（50.0）

2（16.7）

0（0）

186.9

0（0）

6（6.0）

49（49.0）

41（41.0）

4（4.0）

236.5

1（1.0）

5（5.0）

26（26.0）

66（66.0）

2（2.0）

234.6

0（0）

3（3.0）

36（36.0）

29（29.0）

32（32.0）

青河

100

186.7

0（0）

10（10.0）

43（43.0）

46（46.0）

1（1.0）

富蕴

100

121.8

1（1.0）

11（11.0）

52（52.0）

21（21.0）

15（15.0）

合计

632

211.3

7（1.1）

48（7.6）

237（37.5）

280（44.3）

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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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1 年哈巴河县孕妇和哺乳妇女尿碘检测结果
项目县

检测份数

中位数（ug/L）

哈巴河

30

178.65

尿碘频数（ug/L）分布
<50

50～

100～

200～

300～

2（6.7）

4（13.3）

12（40.0）

6（20.0）

6（20.0）

2.4 健康教育基线调查和效果评估

晓率为 73.06%；项目实施后开展效果评估，共调查 5 年级学生

问卷调查项目实施前开展基线调查，共调查 5 年级学生
846 名，碘缺乏病防治知晓率为 77.44%；家庭主妇 420 名，知

736 名，碘缺乏病防治知晓率为 89.51%；家庭主妇 386 名，知
晓率为 85.23%。见表 5。

表 5 2011 年阿勒泰地区六县一市小学生和家庭主妇健康教育效果比较
小学生
县市

3

家庭主妇

基线调查

效果评估

基线调查

效果评估

调查人数

知晓率%

调查人数

知晓率（%）

调查人数

知晓率（%）

调查人数

知晓率（%）

阿勒泰

150

88.66

95

91.33

75

89.33

46

91.29

哈巴河

180

90.

120

93.88

90

79.3

60

87.77

吉木乃

90

84.1

90

88.52

45

81.48

45

87.41

布尔津

96

54.17

96

86.45

45

53.33

45

83.7

福海

90

63.33

90

88.15

45

51.11

60

68.14

青河

150

78.5

150

88.66

75

81.23

75

89.33

富蕴

90

83.33

95

89

45

75.66

55

89

合计

846

77.44

736

89.51

420

73.06

386

85.23

讨

论

本次监测结果显示，全地区共检测水样 104 份，水碘范围
为 0.3～191.81ug/L，水碘中位数为 14.4ug/L；检测食盐 2018
份，盐碘中位数 33.86mg/kg，碘盐覆盖率为 98.65%，合格碘
盐食用率为 96.64%；检测 8～12 岁儿童尿样 632 份，尿碘中位
数 为 211.3ug/L ， 孕 妇 和 哺 乳 妇 女 尿 样 30 份 ， 中 位 数 为
178.65ug/L。通过开展碘缺乏病监测，全区碘盐覆盖率、合格
碘盐食用率均在 96%以上，8～10 岁儿童尿碘<100ug/L 以下的
比率为 37.5%，50ug/L 以下的比率为 7.6%，表明阿勒泰地区碘
缺乏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人群碘营养水平适宜，不存
在碘缺乏和碘过量问题。
调查小学生和家庭主妇碘缺乏病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
育后总体知晓率的为 89.51%、85.23%较基线调查的 77.44%、
73.06%均有提高，达到了自治区健康教育方案要求小学 4 年级

制目标。但是福海县家庭主妇知晓率仅为 68.14%，说明该县的
碘缺乏病健康教育还很薄弱，亟待加强。
碘缺乏病的防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阿勒泰地区各级
政府应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持续消除碘缺乏病长效工作机
制，扩大宣传覆盖面，协调教育、宣传、广电、卫生等多部门
协作，共同开展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同时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健
康教育工作，特别是教育部门应长期将碘缺乏病防治知识纳入
健康教育课程，通过小手拉大手，将碘缺乏病防治普及到千家
万户，确保广大城乡居民食用安全、有效、合格的碘盐，巩固
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得到长期有效的落实。
作者简介：
古丽娜尔•居马西（1965-），女（哈萨克族），副主任医师，学士，主
要从事地方病、艾滋病防治工作。

以上学生及家庭主妇碘缺乏病防治知晓率达到 80%以上的控

编辑：李妍 编号：E-13040101（修回：2013-04-17）

（上接 103 页）
的免疫抑制作用，同时，它破坏细胞 DNA 的结构和功能，破

[2]曾润铭,刘梦璋,林菁,等.四种常用抗类风湿药物对成纤维样滑膜细胞体外

坏骨髓微循环，抑制骨髓，其对细胞的 S 期最明显。实验证明，

增殖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5,9(18):67

活血化瘀中药和补肾中药具有保护被环磷酰胺抑制的骨髓细

[3]徐济群主编.方剂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85

胞或/和促进细胞由 G1 期进入 S 期的作用[4]。本组病人中西药

[4]陈志雄,曹克俭,薛恺睿,等.活髓片对环磷酰胺造模小鼠骨髓细胞 DNA 含

联合应用达到控制和缓解骨质病变的发生或加重，温经通络止

量及细胞周期的影响[J].中医杂志,1999,40(11):686

痛而消除关节肿痛；同时消除环磷酰胺的毒副作用。为临床治
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提供了又一途径，值得临床参考。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杜洛民（1964-），男，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脊柱、关节
病康复。

[1]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类风湿关节炎诊治指南(草案)[J].中华风湿病
学杂志,2003,7(4):2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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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留尿时间对尿液分析与尿肌酐测定结果的
影响探析
An exploring analysis of effects of different collecting time of urine on
examined features of urinalysis and urine creatinine
石小玉 1 邹雪松 2
（1.山东省莱芜市妇幼保健院，山东 莱芜，271100；2.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医院，河北 承德，067000）
中图分类号：R4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07-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留尿时间对尿液分析与尿肌酐测定结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008 年 9 月～2012 年 9 月
入住我院的 4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将其作为患者组，另外选择同期于我院健康体检者 33 例，将其作为对照组。分别于每日 7∶
30 收集第一（晨尿）与 10∶30 的（10∶30 尿）两份，对上述两个时间点的尿液量进行仔细地记录，上述操作连续进行 10d。采
用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对尿比密、酸碱度（pH）、蛋白、潜血、葡萄糖、胆红素、酮体、亚硝酸盐以及尿胆原等指标进行检测、分
析；按照常规的方法对尿沉渣的有形成分加以测定、分析；按照试剂盒中的说明书对尿肌酐水平加以测定、分析。结论：除了尿
肌酐之外，采用上午 10∶30 的尿代替晨尿做尿液分析是可行、合理的，对检测准确性的影响不大，不仅能够保证留尿时间到检验
2h 之内完成，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阳性的检出率，对临床诊断与检测均有利。
【关键词】 留尿时间；尿液分析；尿肌酐；影响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llecting time of urine on examined features of urinalysis and urine
creatinine. Methods: To select 40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Aug 2008 to Sep 2009 as the treated group, and 33 healthy subjects
as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time of 7∶30 and 10∶30 the urine of two groups was collected and recorded for 10d. The sample was
analyzed by automatic urine analyzer for urine density, pH, protein, occult blood, glucose, bilirubin, ketones, nitrite, and urobilinogen and
other indicators. The content of urinary sediment and urine creatinine also was examined. Conclusion: In addition to urine creatinine, urine
collecting at 10∶30 am instead of morning for a urine analysis is feasible and reasonable, has effect on the detection accuracy.
【Keywords】 Urine collecting time; Urine analysis; Urine creatinin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6
临床上，对患者尿液检验的标本收集，在院内一般是晨起
[1]

的第一次晨尿，而在医院门诊一般都是随机收集的尿液标本 。
根据尿液检测操作规范的基本要求，尿液检验必须在标本收集

的苦味酸以及 96mm 的 NaOH 溶液；钨酸钠去蛋白液：根据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范进行配制。
仪器：全自动生化检测分析仪（美国泰尔康公司所生产的

之后的 2h 之内加以完成，以确保尿液检测指标（如尿蛋白、

RA-100 型）
。

尿比密、白细胞等指标）的完整性，不至于变形溶解，以便保

1.2 研究对象

[2]

持化学成分的稳定性 。如果在门诊，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

我院人员及疗养人员共计 73 例，并分成两组进行观察。

对于住院患者而言，则较难做到。尿液检测之前需要经历一些

患者组 40 例（占 54.79%）
，年龄 42～72 岁，平均（60.3±11.0）

较为繁杂的步骤，那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尿液检测的等

岁，其中男 23 例，女 17 例，根据第一诊断结果：高血压 13

待时间，绝大多数尿液标本从留尿至检验完毕，一般都在 3h

例，冠心病 9 例，糖尿病 7 例以及肾结石 11 例；对照组 33 例

以上[3]。那么，不同时间所留取的尿液是否会对尿液检验的结

（占 45.21%）
，年龄 19～63 岁，平均（45.2±10.8）岁，其中

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是本文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将具体的

男 18 例，女 15 例。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3 标本收集

1

材料及方法

1.1 试剂及仪器
试剂：硷性苦味酸溶液：硷性苦味酸溶液之中含有 15mm

上述两组分别于每日 7∶30 收集第一（晨尿）与 10∶30
的（10∶30 尿）两份，对上述两个时间点的尿液量进行仔细地
记录，上述操作连续进行 10d。
1.4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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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数据均有 SPSS15.0 软件加以统计及处理，计

1.4.1 尿液常规指标分析方法
采用美国泰尔康公司所生产的 RA-1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

量数据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加以计算，计量资料采用配对 t

仪对尿液常规指标加以分析（参照操作说明书加以实施）
。

检验的方法加以计算，组间差异以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

1.4.2 尿肌酐测定方法

义。

使用北京化工试剂厂所生产的苦味酸法肌酐测定试剂盒，
并将其单位换算成 μmol/L。

2

结

果

经过上述方法的检测与分析，得出如下结果：10∶30 尿与

1.4.3 尿沉渣镜检
取 10ml 的尿液于离心管之中，离心管转速为 1400r/min，

比较晨尿：尿量增加，pH 值升高（P<0.05）
，比密和肌酐值显

离心 5min，将上清液吸去（约为 9.8ml）
。留 0.2ml 混匀之后取

著下降（P<0.05），葡萄糖、蛋白，潜血，胆红素、酮体、尿

一滴于载玻片之上，然后加盖玻片，先使用低倍镜对其进行观

胆原、亚硝酸盐镜检有形成份差异均无显著（P>0.05）。具体
结果见下表 1 所示。

[4]

察，然后再使用高倍镜对细胞与管型等进行计数 。
1.5 统计学处理
表 1 不同留尿时间对尿液分析及尿肌酐的检测结果的影响
尿液分析指标

患者组（n＝40）
t值

P值

t值

P值

473.4±49.8

4.032

<0.05

1.012±0.005

1.15±0.005

4.099

<0.05

5.40±0.13

5.93±0.22

3.322

<0.05

>0.05

1.80±0.17

2.72±0.29

0.125

>0.05

0.134

>0.05

2.49±0.29

3.42±0.34

0.101

>0.05

5.667

<0.05

99.05±25.43

90.89±21.38

5.939

<0.05

晨尿

10∶30尿

尿量（ml）

455.4±55.0

515.9±62.3

3.442

尿比密（ml）

1.018±0.005

1.18±0.005

pH

6.42±0.18

6.78±0.29

红细胞/HP

1.19±0.08

白细胞/HP
尿肌酐
（μmol/L）

3

对照组（n＝33）

讨

晨尿

10∶30尿

<0.05

411.3±42.0

3.997

<0.05

3.565

<0.05

1.79±0.15

0.178

1.21±0.15

1.99±0.18

88.21±22.30

76.02±19.87

大，不仅能够保证留尿时间到检验 2h 之内完成，而且还在

论

在血清和尿肌酐测定中，使用速率法能较大程度地减少
假肌酐的干扰。但是，大量尿蛋白的存在，依然对尿肌酐测
定产生干扰。住院患者多是留取早起床后的晨尿，但实际上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阳性的检出率，对临床诊断与检测均有
利。
参考文献：

[5]

都无法按照操作规范的要求，在留尿后 2h 内完成检验 ；门
诊患者多是留取随机尿，虽可及时完成检验，但非晨尿。这
种情况是否影响尿液分析的结果和临床的使用意义，本研究
主要对对照组与患者组晨尿与 10∶30 尿的常规指标进行对比
分析。
本研究主要观察指标为：采用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对尿比
密、酸碱度（pH）、蛋白、潜血、葡萄糖、胆红素、酮体、亚
硝酸盐以及尿胆原等指标进行检测、分析及按照试剂盒中的说
明书对尿肌酐水平加以测定。结果显示：10∶30 尿与比较晨尿：
尿量增加，pH 值升高（P<0.05），比密和肌酐值显著下降
（P<0.05），葡萄糖、蛋白，潜血，胆红素、酮体、尿胆原、

[1]朱广忠,杨焕涛.尿肌酐测定中尿液稀释比例对测定结果的影响[J].实用医
技杂志,2008,15(30):4182-4183
[2]王开军,马然,贾印峰.尿液稀释比例对尿肌酐测定结果的影响[J].济宁医
学院学报,1998,21(3):60-61
[3]易娟,汤海燕,高燕华,等.两种仪器和试剂测定尿肌酐对比研究及偏倚评估[J].
职业与健康,2007,23(24):2283-2284
[4]刘世文,陈佳荣,李彩玉.KX-21 血液分析仪两种操作模式间的精密度差异
分析[J].临床检验杂志,2005,23(5):398
[5]李传达,袁平宗.两种丙酸氨基转移酶试剂的对比研究及偏倚评估[J].中华
检验医学杂志,2005,28(10):1082-1083

亚硝酸盐镜检有形成份差异均无显著（P>0.05）
。
综上所述，除了尿肌酐之外，采用上午 10∶30 的尿代
替晨尿做尿液分析是可行、合理的，对检测准确性的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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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足浴配以穴位按摩治疗心悸失眠病人的
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alpitations insomnia by TCM lavipeditum
combined with acupressure
王 惠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25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09-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足浴配以穴位按摩治疗心悸病人不寐的疗效。方法：将 72 例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
两组,每组 36 人，对照组采用穴位按摩的治疗方法，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配以中药足浴进行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
对照组总有效率 69.4%，实验组总有效率 91.6%。结论：中药足浴配以穴位按摩治疗心悸病人不寐的疗效显著。
【关键词】 足浴；穴位按摩；心悸失眠；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TCM lavipeditum combined with acupressure in treating palpitations insomnia
Methods: 72 cases of patine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cupressure treat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CM lavipeditum treatment more, compar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control group was 69.4%, and 91.6% in experimental group.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was great for TCM lavipeditum combined with acupressure treating palpitations insomnia.
【Keywords】 Lavipeditum; Acupressure; Palpitations insomnia;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7
不寐又称失眠、不得眠，是指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特征
的病症，轻者难以入寐或入寐不醒，醒后能再睡，亦有时醒时

2

协助病人取舒适体位，注意保暖，用拇指在穴位上做轻柔
缓和的环旋运动（即指揉法）10～15min/次，2 次/d。

药，引起一些不良反应。通过中药足浴及穴位按摩缓解心悸病
人的失眠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取得较好的护理效果。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①主穴选择百会、四神聪、安眠、内关；②心脾两虚加心
俞、三阴交、厥阴俞、脾俞；③心肾不交加心俞、神门、肾俞、
涌泉；④脾胃不和加胃俞、足三里；⑤肝火上扰加肝俞、太冲；
⑥阴阳失衡加申脉、照海。
2.2 实验组方法
将诸药用冷水浸泡 30min，水煎去渣加热水至 3000L 将药液

本科自 2009 年 1 月 1 日共收治心悸病人 100 人次，其中
满足 CCMP-2-R 失眠症诊断标准 72 人，随机分两组，对照组

倒入足浴盆中，没过脚踝，1 次/d，30min/次，10d 为 1 个疗程。
中药足浴中药组成：磁石 60g，丹参 20g，远志 15g，夜交

36 例，男 17 例，女 19 例，年龄在 40～68 岁之间，从病程分
为最短 4 个月，最长为 2 年；实验组 36 例，男 15 例，女 21
例，年龄 39～68 岁，从病程划分，最短 3 个月，最长 3 年。

藤 30g，酸枣仁 20g，合欢皮 10g，朱砂 5g，川芎 30g，菊花
20g，五加皮 30g，吴茱萸 40g，黄芩 15g。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中药足浴，
所有病例观察2个疗程。

1.2 纳入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心悸符合《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不寐
符合《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1.3 病因病机
①思虑劳倦太过，伤及心脾；②阳不交阴，心肾不交；
③胃中不和，夜卧不安；④阴虚火旺，肝阳扰动；⑤心虚胆
怯，心神不宁。

法

2.1 对照组方法

寐，严重者彻夜不寐，常伴有头晕、头疼、健忘乏力，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降低生活质量。有些病患甚至服用安眠

方

3

疗程指标
痊愈：表示症状消失每晚睡眠质量为 75%以上；显效：表

示病状减轻每晚睡眠质量 65%以上；有效：表示病状改善每晚
睡眠质量为 55%以上，大多停止服用安眠药；无效：表示症状
没有改善每晚睡眠质量为 40%以下，需服用安眠药来控制。
（下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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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中成药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恶阻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pernicious vomiting with
self-made medicine acupoint sticking
黄丽晖 廖斯韵 申妙芳
（广东省东莞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339.2

东莞，523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10-02

【摘 要】 目的：观察穴位贴敷对妊娠恶阻的治疗效果。方法：将 70 例妊娠恶阻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35 例和对照组 35
例。对照组采用补液、止吐、禁食、纠正酸中毒及做好起居护理、情志调护，观察组采用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穴位贴敷，比较两组
患者治疗效果及总有效率。结果：观察组疗效及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P 值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采用自制中成药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恶阻，是一种安全、有效、无副作用、减轻早孕妇痛苦的一种治疗方法。
【关键词】 妊娠恶阻；穴位贴敷；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acupoint sticking for treating pregnancy vomiting. Methods :70 pregnancy
vomiting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ehydration, antiemetics, fasting, correction of acidosis and good living care, emotional nursing. Besides,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acupoint sticking, compar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oth of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for statistics. Conclusion: The therapy of self-made medicine acupoint sticking for treating pernicious vomiting has the
advantage of safey, effective, no side effects, alleviating the suffering.
【Keywords】 Pernicious vomiting; Acupoint sticking;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8
妊娠恶阻是妇科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本病多数在停经

1.2.2 观察组

7 周后发生，以恶心呕吐、体软神疲、嗜睡择食、喜食酸碱为

①一般治疗同对照组。②自制中成药穴位贴敷：a.正确选

特点。严重者食入即吐，故出现身体消瘦、皮肤干燥、目眶下

择贴敷穴位：穴位选择正确与否对治疗效果影响很大，我们选

陷、口干喜饮、小便短少，以致引起脱水及酸中毒[1]，以往多

择双侧内关、中脘、上脘。内关在前臂掌侧，当曲泽与大陵的

用西医对症治疗与护理，效果欠佳，部分孕妇被迫终止妊娠，

连线上，腕横纹上二寸，掌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中脘位

为了探寻一种简单、安全、有效，不影响母婴健康的方法，自

于人体上腹部，前正中线上，当脐中上 4 寸；上脘在上腹部，

2011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我们在常规治疗与护理的基础上加

前正中线上，当脐中上 5 寸。b.中药配制与穴位贴敷：采用我

医院自制的中成药穴位贴敷，取得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院研制止呕方（砂仁、苏梗、姜汁），把砂仁、苏梗打成粉，

1

加姜汁，少量水配成膏状；取穴：中脘、上脘、双侧内关。清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70 例，年龄 20～36 岁（平均 28 岁）
，孕龄 42～89d，
初产妇 47 例，经产妇 23 例，本组 70 例符合以下诊断标准[2]：
确诊早孕，伴呕吐频繁，食入即吐，呕吐物为胆汁，咖啡样物
或血丝等，尿酮体（＋-＋＋＋），排除合并内科疾病引起上述
反应。将 70 例按随机化原则分为观察组 35 例，对照组 35 例，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P 值均>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行性。

洁皮肤后，用敷贴把配好药贴在孕妇中脘、上脘、双侧内关穴
位，早晚一次，4～6h/次，连续 7d；③贴敷区皮肤的护理：贴
敷前我们评估患者体质、贴药部位皮肤的情况，并仔细询问皮
肤过敏史，贴敷过程中每 1～2h 观察皮肤有否发红、水泡、瘙
痒、糜烂及其他不适症状，并予以记录。在我们观察的 50 例
患者中无一例出现皮肤过敏症状。
1.3 疗效标准
治疗后 1 周及停药后 2 周随访，以评定疗效：治愈：症状

1.2 治疗方法

消失，无呕吐，饮食正常，尿酮体阴性，电解质正常；有效：

1.2.1 对照组

症状减轻，呕吐 1～2 次/d，能少量进食，尿酮体（阴性或＋），

补液、止吐、禁食、纠正酸中毒，做好起居护理及情志调
护。

化验结果好转；无效：症状无明显好转或加重，呕吐频繁，尿
酮体（＋-＋＋＋）
，化验结果，无好转或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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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 1 周后疗效比较
组别

n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5

12

17

6

82.8

观察组

35

21

14

0

100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x2

6.59

P

<0.05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停药后 2 周后疗效比较
n

组别

3

痊愈

对照组

35

8

17

10

71.4

观察组

35

21

13

1

97.1

护

x2

8.67

P

<0.05

理

吞酸、呕吐，食不化、腹痛、腹胀，此外对一般胃病、食欲不

情志调护：由于疾病的痛苦及担忧 BB 的健康，致使早孕
妇女非常希望有好的治疗方法能治愈疾病，早日康复。因此，
护理人员应耐心详细地向早孕妇女介绍穴位贴敷这种中医治
疗的作用、好处及注意事项，使其放松心情，积极配合治疗。
4

讨

论

振、目眩、耳鸣、精力不济、神经衰弱也很有效。用这三种制
成的药膏贴敷于内关、中脘、上脘穴位之后，通过渗透作用，
透过皮肤进入经络到达脏腑调节胃的肃降功能，促进胃气下
降，胃气降则脾气升，起到恢复早孕妇胃肠功能的作用。
西医治疗妊娠早期呕吐用药非常局限。中医药采用的剂型
主要为汤剂，用药需进行辨证论治，口服中药有一定的疗效，

妊娠恶阻严重影响早孕妇女的身心健康，甚至危及患者生

但对于呕吐患者中药汤剂难以服用，且疗程长[4]。笔者通过 35

命[2]。西医病因至今尚不明确，中医认为本病乃孕后阴血聚以

例妊娠恶阻患者的临床观察，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恶阻与对照组

养胎，冲气上逆，胃失和降所致 。而穴位贴敷治疗法是一种

在治疗后 1 周及停药后 2 周随访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融经络、穴位、药物为一体的复合性治疗方法，是无痛性经穴

（P<0.05），本结果表明，采用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恶阻，是一

法治疗疾病的一种新思路，也是中医外治疗法的一大特色。贴

种安全、有效、无副作用、减轻早孕妇痛苦的一种治疗方法。

敷治疗法一方面通过间接作用，即药物对机体特定部位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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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使病人心理负担加重，焦虑抑郁痛苦不堪，造成恶性循环。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4

所以我们要重视失眠对病人身体的影响，要根据病人病因病机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61

18

11

69.4

实验组

81

31

23

91.6

讨

论

失眠其病位在心，发病因素主要是阴阳失调，扰动心神所

不同，实施针对性护理。通过穴位按摩和中药足浴较大的改善
心悸患者的不寐症状。
参考文献：
[1]陆瑾.调和营卫法针刺治疗失眠症临床观察[J].上海针灸杂志,2008,27(2):7
[2]黄元御.四圣心源[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14

致，很多文献记载人体内的营卫气失调严重影响人的睡眠质

[3]全晓燕.针灸治疗失眠的 36 例临床观察[J].中医临床研究,2012,9(4):17

量，如：陆瑾讲到神安则寐，卫气行阳入阴这样才能是阴阳平

[4]田德禄主编.中医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25-130

衡，治疗失眠首要调理气血使阴阳平衡以养心安神。心悸病人

[5]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S].1994.6:28

夜间心肌缺血，胸闷气促会加重失眠对身体不利的影响，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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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教学模式在本科中医护理课程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A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al teaching mode in TCM 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郝秀霞 刘红梅 刘文滨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蒙古 包头，014010）
中图分类号：R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12-03
【摘 要】 目的：提高中医护理教学质量，达到传授中医护理理论知识和培养应用常见传统疗法的双重作用。方法：185 名
学生被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为 95 名护理本科生，中医护理学课采取基于讲解的教学模式（Lecture Based Learning，
LBL）授课；实验组为 90 名护理本科生，采取综合教学模式，即基于讲解的教学模式（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基于问
题的教学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和基于病例的教学模式（Case Based Learning，CBL）综合应用于理论教学中，
通过考试、问卷调查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实验组考试成绩及问卷调查评价指标 A、B 百分率均高于对照组（P<0.01）。结
论：中医护理学教学中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模式实践效果明显，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 研究；护理本科；中医课程教学；综合教学模式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CM nursing teaching, reaching the dual role of teaching the theory of TCM
nursing knowledge and cultur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mon traditional therapy. Methods: 185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for 90 and control group for 95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by LBL.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aught by the combined mode of LBL, PBL CBL theory, checked the teaching results by exam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percentage of A, B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P<0.01) tha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synthetical teaching mode has
a great effect and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Study; Nursing undergradu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eaching; Synthetical teaching mod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69
中医学是人类最早形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之一，凝聚了人类
几千年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已成为我国治疗疾病和预防

学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和基于病例的教学模
式 Case Based Learning，CBL）综合应用于中医护理理论教学中。

保健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医护理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历来主张“三分治，七分养”，养即护理。目前我国高等

1.2.1.1 基于讲解的教学法
LBL 是一种常用的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讲解、学生听讲，

医学院校护理专业教育发展迅速，为了更好的适应不断变化的
医疗卫生市场的要求，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要求学生掌握现

达到传授知识的教学目的，在我国各种教学中被广泛采用。在
中医护理学教学中，LBL 教学贯彻中医护理学教学的始终，传

代护理知识，同时要掌握中医护理理论知识和具有中医特色的
中医常见传统疗法技能。中医护理学理论抽象而难以理解，护

统的 LBL 教学可系统、全面传授理论知识，完成预定的教学
计划。不足之处是 LBL 教学方法单一、枯燥，难以调动学生

理专业学生课时少、内容多，必须要求改进传统单一的讲解教
学模式，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本研究应用综合教学模式与传统

学习兴趣，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习中学生始终处于
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教学模式对照法对护理本科生的中医护理学课程教学进行对
比教学，介绍如下。

能力，对中医传统疗法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1.2.1.2 基于问题的教学法

1

PBL 教学法打破了传统教学体制，把学习带到相对真实的
问题情境中，使学生通过合作解决问题的途径来学习，最终实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照组为 2009 级 95 名护理本科生，实验组为 2010 级 90
名护理本科生。两组护理学生在生源、学制、年龄及来院时的
知识、技能、综合能力评价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对照组为 2009 级 95 名护理本科生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即
基于讲解的教学模式（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授课；实
验组为 2010 级 90 名护理本科生采用综合教学模式，即基于讲
解的教学模式（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
、基于问题的教

现问题的解决。这种教学方法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思想和模式束
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1]。PBL 教学法的优点为：
①强调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查找
本人所需的信息源，有利于培养学习能力；②充分发挥了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学生的学习按学习需要来驱动；③有利于发展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技能[2]。在中医护理教学中将问题
教学穿插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与教师互动，例如讲到防治原则
的“同病异护”
、
“异病同护”时，给出学生几个相关的病案，
让学生分组讨论，由各小组代表汇报本组结果，并提出讨论中
的疑难问题，本组同学随时补充，其他学生可自由提问、回答
问题。如学习四诊的舌诊和脉诊时，让学生互相诊察，参与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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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判断其舌脉类型，结合其身体综合情况，分析体质特点并
提出一定的饮食、情志、运动疗法等护理或养生建议，整个过

气氛，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使学生加深对枯燥深奥中医
知识的理解、记忆及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使学生懂

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学生用正确的思维方法综合分析、
解决问题，鼓励学生提出新的问题，培养创造性思维，最后由

得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自我保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
学习性，从而使所学的知识将来进一步更好的应用到临床工

教师总结归纳。
1.2.1.3 基于病例的教学法

作中。
1.2.2 评价方法

CBL 教学模式是为适应医学教学需求，针对医学教学的
独特性，
“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的教学模式，在中医护理教

授课结束对护理学生进行期末考试和问卷调查，考试包括
中医护理学理论知识和中医护理学中医常用传统疗法操作考

学中将临床病例或生活实例穿插在教学过程中，多列举生活
当中经常发生的实例，如讲到病因的七情致病时，列举生活

试各 100 分；自制问卷调查表，问卷调查评价指标包括对教学
法、传统疗法应用能力、中医理论知识兴趣、预防养生知识应

中因暴怒致中风的案例，真实的病例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
服力，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讲到中药基本知识的“四气五

用四个方面内容，分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四个等级，调查
表在教师授课最后一堂课结束之前发放，教师当场收回调查

味”、
“功效”等，联系生活中药食同源的中药如干姜、山楂、
红枣、薏米、山药等，从而使学生加深对性味功效等中药知

表。考试命题、考试、评分由教研组统一完成。最后对考试成
绩、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具体数据见表 1～5。

识的记忆和其重要性的认识；讲到中医常用传统疗法时，认
真讲解操作步骤、要点及注意事项，并结合“发热”、
“咳嗽”、

1.3 统计学分析
将考试、问卷结果录入计算机，采用 SPSS11.0 软件包进

“痹症”等生活中学生能常见到的病例，应用拔罐、刮痧、
艾灸、推拿等传统疗法治疗，并适当以学生为操作对象给予

行资料统计处理。

课堂操作演示，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并要求课后同学间互相
操作，作为保健性能建议学生进一步给家人、亲朋操作，熟
练锻炼手法，加强应用能力。案例教学法为当今备受推崇的
高等医学教学方法，有利于激励学生学习的热情，活跃课堂

2

结

果

2.1 两组学生中医理论、中医常用传统疗法考核成绩结果比较
（表 1）

表 1 两组护理学生中医理论、中医常用传统疗法考核成绩比较（ x ± s ）
项目

实验组（n＝90）

中医理论知识

80.59±8.04

传统疗法操作

86.41±6.2

t

P

72.23±8.56

6.85

<0.01

80.21±6.05

6.88

<0.01

对照组（n＝95）

从以上 t 检验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实验组护理学生中医

对两组学生分别发放对教学法、传统疗法应用、中医理论

理论、中医常用传统疗法考核成绩较好，各项目得分均高于对

知识兴趣、预防养生知识应用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如表 2～

照组（P<0.01）
。

表 5。

2.2 两组护理学生问卷调查结果（表 2～表 5）
表 2 实验组 90 和对照组 95 对教学法评价结果构成比较（%）
组别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合计

实验组

34

37

13

6

90

对照组

16

27

47

5

95

合计

50

64

60

11

185

注：x2＝27.284，P<0.01。
表 3 实验组 90 和对照组 95 对传统疗法应用能力评价结果构成比较（%）
组别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合计

实验组

27

35

18

10

90

对照组

10

19

26

40

95

合计

37

54

44

50

185

较差

合计

2

注：x =31.894，P<0.01。
表 4 实验组 90 和对照组 95 对中医理论知识兴趣评价结果构成比较（%）
组别

优秀

良好

中等

实验组

23

32

27

8

90

对照组

11

23

28

33

95

合计

34

55

55

41

185

注：x2＝20.8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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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实验组 90 和对照组 95 对预防养生知识应用评价结果构成比较（%）
组别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合计

实验组

22

29

21

18

90

对照组

9

12

30

44

95

合计

34

55

55

41

185

注：x2＝24.875，P<0.01。

根据表 2～表 5 中卡方检验的结果，实验组护理学生对评
价指标的优秀、良好百分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
3

讨

用综合教学模式和对照组应用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经期末教
学考核和问卷调查显示实验组成绩明显较对照组好，实验组学
习兴趣、应用能力、对教学法满意度评价的优秀、良好百分比

论

均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有显著性差异，90%以上的护理

传统基于讲解的教学模式（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

学生表示在中医护理学理论教学学习中应用综合教学法能明

的教学手段单调枯燥，中医护理学内容多，学时少，加之中医

显激发学习兴趣，对培养解决问题能力有一定帮助，对培养主

理论抽象难懂，护理学生学习起来更加困难。往往是教师讲得

动学习能力有提高，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明显提高传统疗法操

头头是道，学生听得一塌糊涂，这种“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

作能力及中医预防养生知识的应用能力。然而，教学是一门艺

不仅效果差，也与现代教育强调自主学习、强调能力培养的理

术，需不断改进，不断提高。

念相距甚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不断改进教学模式，在中医
护理学教学中将基于讲解的教学模式（Lecture Based Learning，

参考文献：

LBL）
、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1]周志焕.PBL 教学法在中医教学中的应用现状[J].中医药通报,2011,10(6):

和基于病例的教学模式（Case Based Learning，CBL）综合应

49-52

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突出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护的中医护理的

[2]袁白冰,杨伯宁,玉洪荣,等.借鉴先进经验探索医学教学方式的转换[J].高

两大基本特点，有助于增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调查显示护理

教论坛,2006(2):30-2

学生总体上对中医护理理论教学中综合教学法的应用持肯定
态度；对两组护理学生实施不同教学模式后，通过对实验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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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酸片对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骨髓 VEGF
影响的临床研究
A clinical study on impact of caffeic acid tablets on bone marrow VEGF of
NSAA patients
张丽丽 1 王树庆 2 田丛丛 1 于丽娜 1 苏迎洁 1
（1.潍坊医学院，山东 潍坊，261053；2.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 潍坊，261031）
中图分类号：R556.5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14-03

证型：BDA

要】 目的：观察咖啡酸片对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NSAA）患者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对 NSAA 患者骨髓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VEGF）的影响。方法：选择 NSAA 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用西药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
组的基础上加用咖啡酸片治疗。并设 20 例健康人作正常对照。观察各组临床疗效，并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原位杂交方法检测
NSAA 患者骨髓小粒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情况。结果：治疗后咖啡酸组疗效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骨
髓小粒中 VEGF 的表达：治疗前两组间无明显差异，但均较健康组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均较治疗前明显增高，且治疗组 VEGF 表
达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在常规治疗的基础加用咖啡酸片，不仅提高 NSAA 患者的疗效，且能明显升高骨髓 VEGF 的表达水平。
【关键词】 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咖啡酸；骨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for treating non-severe aplastic anemia (NSAA) patients with caffeic acid
tablets, and then explore its impact on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of NSAA patients. Methods: 60 NSA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 30 cases in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with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treatment group treated with caffeic acid tablets more. Added 20 healthy people as standard. Observ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each group,
and detected the VEGF expression of NSAA patients by situ hybrid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efficacy
of treatment group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an the control group.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expression of VEGF in
the bone marrow particl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group,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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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the expression of VEGF of the tw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re-treatment, and the expression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NSAA which was treated with caffeic acid tablets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of NSAA patient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VEGF in bone marrow.
【Keywords】 NSAA; Caffeic acid; Bone marrow; VEGF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70
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 NSAA）是指由化学、物理、

诊断及疗效标准》
（第 3 版）[2]。

生物因素或不明原因引起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以骨髓造血细

纳入病例标准：符合 NSAA 诊断标准；年龄 18～65 周岁

胞增生减低和外周血全血细胞减少为特征，骨髓无异常细胞浸

男女；病情稳定，无严重合并症；坚持治疗者；自愿加入本实

润和网状纤维增多，临床以贫血、出血和感染为主要表现的一

验，并由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

[1]

组综合征 。在我们多年的临床观察中发现，联合咖啡酸片治

病例排除标准：NSAA 诊断不明确者；NSAA 患者有严重

疗 NSAA 不仅能提高疗效，且能显著改善患者骨髓的造血情

感染、出血者；合并心血管、肝、肾、脑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

况，为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我们于 2008 年 2 月～2011 年

精神病患者不能合作者；年龄在 18 岁以下或 65 岁以上者；妊

2 月采用原位杂交法检测了治疗前后 NSAA 患者骨髓血管内皮

娠或哺乳期妇女；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或其他不适宜者。按

生长因子（VEGF）表达的情况，以期为本药从改善造血微环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 30 例，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

境角度治疗 NSAA 提供理论依据，现报告如下。

最小 19 岁，最大 61 岁；对照组 30 例，其中男性 19 例，女 11

1

例，最小 20 岁，最大 62 岁。两组在外周血三系情况、骨髓增

对象和方法

生情况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
。另设健康组 20 名，

1.1 研究对象

其中男 13 例，女 7 例，最小 22 岁，最大 64 岁，均为健康的

全部病例均来源于 2008 年 2 月～2011 年 2 月于我院就诊
的门诊及病房 NSAA 患者，共 60 例，其诊断根据病史、临床

患者家属或志愿者。经检验，两组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上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现、实验室检查、骨髓涂片而确诊，诊断标准参照《血液病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性 别
组别

例数（n）

年龄（岁）
男（n）

病程（月）

女（n）

治疗组

30

17

13

27.50±13.64

35.00±25.40

对照组

30

19

11

29.49±16.06

29.49±16.06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特殊制备玻片-玻片处理-固定-暴露 DNA 核酸片段后固定-预杂

对照组采用康力龙，2～4mg/次，口服，3 次/d；环孢素软

交-杂交-杂交后洗涤-滴加封闭液-滴加生物素化鼠抗地高辛-滴

胶囊，口服，50～100mg/次，3 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加 SABC-滴加生物素化过氧化物酶-DAB 显色-充分水洗。原位

加用咖啡酸片（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成人 3 粒/次，

杂交结果判定标准及其表达：检测结果利用高清晰度彩色病理

口服，3 次/d，儿童 1～2 粒，口服，3 次/d。以 3 个月为 1 个
疗程，所有患者均连续治疗 2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治疗期间，
停用其他治疗 NSAA 或对骨髓造血有影响的药物，同时可酌情
配合对症支持治疗：严重贫血（HGB<60g/L）可考虑输滤白悬
浮红细胞；出血严重难以控制予止血或输注单采血小板；感染
严重者可使用抗生素。健康组不做任何处理。

图文报告分析系统（北京泰克）进行分析，VEGF 的阳性部位
主要在细胞浆，呈棕黄色者为阳性细胞。先在低倍镜下全面观
察，随机观察 5 个视野，每个视野计数 100 个细胞，计算阳性
细胞百分率，取其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采用（ x ± s ）表示，组间比较用配对资料 t 检

1.3 一般项目观察
主要观察患者的一般情况改善、输血次数与时间、肝肾功
能及血象。治疗前后均采血二次取平均值作为患者治疗前后观
察值。
1.4 VEGF 检测方法
常规取患者及健康志愿者髂后上棘骨髓液 0.3ml，涂片制

验，临床分级资料用 Ridit 分析，P<0.05 认为差别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成标本送检。采用原位杂交技术测量涂片骨髓小粒中 VEGF 的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6.7%，对照组为 73.3%，两组比较差

水平表达情况。原位杂交试剂盒、原位杂交专用载玻片均购自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治疗组总疗效显著优于对照

武汉博士德公司。实验操作按说明书进行，简略步骤如下：取

组。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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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 2 个疗程后疗效比较
组别

n

基本治愈

缓解

明显进步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3

10

13

4

86.7*

对照组

30

2

9

11

8

73.3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外周血象比较

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
，其中治疗后治疗组 WBC、

两组患者外周血 WBC、HGB、PLT 治疗后明显升高，与

HGB、PLT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象比较
WBC（×109/L）

n

组别
治疗前

治疗组

治疗后
治疗前
对照组

治疗后
*

1.77±0.82

30

3.11±0.80

30

*△

HGB（g/L）

PLT（×109/L）

48.59±10.68

38.31±15.52

86.80±22.91

*△

73.13±21.22*

△

1.71±0.74

49.80±13.44

32.50±13.54

2.49±0.52

72.11±14.24

51.25±17.28

△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1；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3 骨髓小粒涂片中 VEGF 的表达

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且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 VEGF 的表达与健康组比较
均降低（P<0.05），治疗后均升高，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别具

治疗组治疗后 VEGF 的表达仍低于健康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见表 4。

表 4 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骨髓小粒中 VEGF 的表达（ x ± s ）
组别

n

治疗组

30

对照组

30

健康组

20

时间

VEGF（%）

治疗前

3.45±1.44*

治疗后

8.63±2.82*#

治疗前

3.81±1.97*

治疗后

6.41±1.83*#

▲

14.59±3.93

注：与健康组比较，*P<0.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

2.4 不良反应

止血作用，常被用于外科手术时预防出血或止血，以及内科、

对照组 6 例出现多毛、痤疮，2 例出现转氨酶升高；治疗
组有 4 例出现多毛、痤疮，余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妇产科等出血性疾病的止血。本研究发现，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加用咖啡酸片，不仅提高 NSAA 的疗效，而且可以改善 NSAA

3

患者骨髓中 VEGF 的表达，其作用机制可能是从造血微环境方
面影响造血干细胞的生存和骨髓血管生成，最终使 NSAA 患者

讨

论

NSAA 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以骨髓多
向造血干细胞不足和外周全血细胞减少为特征，这种疾病的特
点是空骨髓，其病理显示血管密度减低。而骨髓的造血功能有

骨髓造血功能的重建。
参考文献：

赖于完整的骨髓微循环系统，其中血管的数量和质量的异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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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减少，骨髓小粒中正常的血管密度难以维持，骨髓血管减
少，血管的通透性减低，供血供氧减少，微环境进一步恶化，
骨髓脂肪化，造血组织萎缩，促进再障发生和进一步恶化[4]。
咖啡酸片主要成分是咖啡酸，实验研究发现[5]，咖啡酸具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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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引起的肝损害现状分析及其风险管理
An analysis for the situation of liver impairment from herbs
肖桂祥
（江西省吉安县中医院，江西
中图分类号：R288

文献标识码：A

吉安，3431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17-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引起肝损害现状及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7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发生中药肝损害患者 32 例，结合当前中药引起肝损害现状分析风险管理开展措施及临床效果、意义，指导临床用药实践。结果：
32 例中药肝损害患者经过停药、对症治疗后病情缓解，近年来通过综合性的风险管理措施，中药肝损害事件大大降低，患者用药
安全均得保障和控制。结论：综合性的风险管理措施可以大大降低中药肝损害的发生率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提高治疗效果，具有
积极临床意义。
【关键词】 药物；不良作用；临床调查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liver damage from herb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risky management
measure. Methods: 32 cases of liver damage from January 2007 to December 2009 in our hospital were treated with a certain risky
managem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liver damage, observed its clinical efficacy in order to guide clinical medicine
practice .Results: The disease eased for 32 cases of liver damage patients take certain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ymptomatic. In
recent years, cases of liver damage incident caused by herbs have decreased greatly because of risky management measure. Besides,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medicines have been guaranteed. 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risky management measures can grea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liver damage and guarantee the herbs safety for patients, it can improve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with a positive clin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Medicine; Adverse effect; Clinical investig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71
药品是特殊商品，专门用于治疗、诊断疾病，有目的进行

患者发生中药肝损害后发生不同程度的食欲不佳、恶心、

人体生理机能调节，随着人们健康需求的提高，中医药在临床

厌油、上腹部不适，尿液颜色加深，眼睛、皮肤黄疸，皮肤瘙

应用日益增多，若能正确地服用，中药是较为安全的。但是近

痒。一些患者可出现失眠、多梦等。

年来中药引起肝损害及中毒的现象时有发生，若不及时在风险

1.3 中药引起肝损害现状

源头上进行管理控制，将会使更多患者发生中药肝损害，表现

近年来随着中药的广泛应用，中草药所致的不良反应逐年

出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一些严重患者还需要采取血液灌流的

增多，引起肝损害的病例也随之逐年增多，甚至导致死亡。这

方法来治疗。如何使患者使用中药得到安全保障，最大化的减

使得中药绝对安全的观念得到改变，可能与近年来大量开发中

少药物不良反应是当前临床医师药师需要解决的问题。中药引

草药制剂有关，除了培植药材中农药的残留及品种混淆以及乱

起肝损伤应引起临床工作者充分重视，做好细致的临床观察及

用、误用等外，中药本身的毒副作用不可忽视。统计数据表明

有关资料的收集，并积极做好预防工作，我院近年来进行综合

中 药 所 致 的肝 损 伤 占临 床 药物 性 肝 损 伤总 病 例 的 5.6%～

性的风险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下面就此体会分析报告如

32.6%，其中，治疗骨关节病、肾脏疾病、皮肤科疾病的中草

下。

药最易引起肝损害[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4 肝损害机制
肝脏是主要的生物转化场所，易受植物药损伤，植物药有
潜在肝毒性，涉及不同损伤机制。一些中药萜类物质能快速而

选取我院 2007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发生中药肝损害患者

大量地削弱耗尽谷胱甘肽的作用，某些中药代谢物对肝细胞有

32 例，其中男性 18 例，女性 14 例。年龄 46～74 岁，平均 60

毒性作用，中药所含生物碱在细胞色素 P450 的作用下，转化

岁。60 岁以上老年人有 20 例。服用中药时间 6 个月～4 年。

为不稳定的代谢产物如吡咯衍生物导致肝小静脉闭塞病并伴

所有患者均结合临床病史、症状、肝功能检测确诊。

有慢性纤维化和硬化，还使肝细胞 RNA 酶活性下降，RNA、

1.2 症状概述

DNA 的合成能力下降，使肝细胞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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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以及金属成分过量、长期服用也会导致药物性肝损害，常

1.5.1 在制度层面

用的中药如何首乌、艾叶、苍术、桑寄生、柴胡、番泻叶、

建立一整套协同机制，确保用药安全。药师应严格审核处

蜈蚣、合欢皮、丁香，川楝子、丹参、大黄、防己、黄芩、

方，仔细询问，进行复核，实行首诊负责和连续跟踪，在诊疗

白果等都可能导致肝损伤 [3] 。本组有两例患者，一例为老年

开具处方时，对用药服法，相关药物使用禁忌告知，加强医生、

患者，因治疗痛风 4 年，长期服用桑寄生、蜈蚣导致恶心、

药师与患者的沟通。

上腹部不适，消化道反应严重，经查有明显的肝功能损害，

1.5.2 在诊断层面

而另一例女士因美容原因，长期服用丹芩合剂，后因不适住

中药肝损害临床上存在诊断困难，没有特征性检查项目，
大多数是回顾性判断，一般在除外其他因素后，停药之后回访，

院检查，结果发现转氨酶上升到 1000 多，可见中药导致肝损
害的现象必须得到重视。

各项指标呈现恢复趋势才能确定。必须重视中药可能产生的肝

实践中我们发现，影响中药肝损伤的因素很多，从调查来

损害，严密监测肝功。

看，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对中医药的认识误区、辨

1.5.3 在医生层面

证论治过程的失误、原生药质量控制的疏忽、患者自身乱用、

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完善知识结构，搞好传统

误用都可能导致中药肝损害。通过临床分析，我们认为导致肝

知识更新，提高医生辨证论治能力，进行相关中药肝损害知识

损伤的中药大多集中在抑制免疫反应、抗风湿、治疗皮肤病、

培训，在实践中提升诊察辨证水平，依据临床症状选取合适剂

杀虫解毒类中药中，极易引起免疫变态反应，有一定的潜伏

型和用药途径，有些药物口服时间过长，可改为药膏外用。结

期 [4] 。我们近年来通过合性的风险管理措施，使中药肝损害

合用药者的情况进行用药，同时服用多种药物者、原有肝病或

事件大大降低，从而保证了患者用药安全。

肝功用状况不良者，都应当慎重用药。因病情需要不得不用的

除上述措施外，使用中药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可能的不良反

情况下，特别要掌握用药的剂量和时间

应，对于危险人群谨慎用药，如活血化瘀类的中药要慎用于门

1.5.4 在患者自身层面

脉高压性肠胃病变患者，而一些中药如鸦胆子口服对口腔、食

病情尚不清楚的状况下，切记盲目滥用药物。要在医生指

道、胃肠会产生很大的刺激，这时如确因临床需要可以通过改

点下用药，不能自行服药或随意加大药物剂量。应定期检查肝

变剂型制成注射液从而消除可能的损害。此外，在源头也应加

脏功能，以便及早觉察问题、及早处置。

以控制，在中药层面，应保证药品质量，讲究道地药材，同类

1.6 调查方法及评定

中药中选购毒性更小的中药预防中药毒副作用的发生。而一旦

采用我院设计的中药引起肝损害调查表对观察患者进行

确诊发生中药肝损害，应立即停止中药服用，及时休息，给予

调查，并结合近年来采取的综合风险管理措施分析临床效果。

高热量、高蛋白的饮食，补充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使用肾

调查表分为 2 部分。第 1 部分“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疾病回

上腺皮质激素治疗。

顾等项目；第 2 部分为中药肝损害情况分析，包括临床表现、
原因调查、服药内容等。
2

结

果

32 例中药肝损害患者经过停药、对症治疗后病情缓解，近

总之，综合性的风险管理措施可以大大降低中药肝损害的
发生率，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提高治疗效果，具有积极临床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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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和肾脏尤其易受到中药损害 [2] 。以往认为西药伤肝，而中
药不会伤肝，所以长期服用中药也没问题，但大量的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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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外治法在慢性肾衰中的应用概况
A review on treating CRF by the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CM medicine
钱 莹
（开封市中医院，河南 开封，475000）
中图分类号：R6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8-0119-02

证型：DGA

【摘 要】 慢性肾衰病机复杂，单一治法顾此失彼，难获全效，多途径给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但起到综合治疗的目的，
而且具有针对性，以期“直达病所”。尤其对于早中期肾功能不全患者，运用中医药可取得较好疗效。尤其中医药外治法在慢性
肾衰的治疗当中配合中药汤剂口服常常取得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医药疗法；外治法；综述
【Abstract】 The mechanism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CRF) is complicated, the solo therapy is difficult to contain all aspects of
diseases. Bases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CM,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nd targeting are important for directly treating. Especially for as
early as the mid-patients with renal insufficiency, TCM is effectiv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CM medicine a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CRF.
【Keywords】 CRF; TCM; External application;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72
慢性肾功能衰竭（简称慢性肾衰，CRF）是各种病因引
起的肾脏损害和进行性恶化的结果，发生于多种原发和继发
性肾脏疾病的晚期，是在各种慢性肾脏疾病的基础上，由于

传统灌肠有所提高，临床可以充分应用。
2

中药药浴（或熏蒸）法

肾单位严重受损，缓慢出现的肾功能减退并不可逆转的肾脏

中药药浴不仅能发汗消肿、泄浊祛风，明显改善 CRF 患

衰竭综合征。慢性肾衰目前尚无全国范围人群统计资料，近

者水肿、皮肤瘙痒等症状，还能降低血肌酐、尿素氮的含量，

年来慢性肾功能衰竭发病率有增加趋势，统计资料显示尿毒

具有改善肾功能、促进体内毒素清除的作用，是延缓慢性肾衰

症发病率达到（100～130）/100 万，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病。

病程，控制疾病进展的有效治法。对早、中期慢性肾功能衰竭

西医对于慢性肾衰的治疗主要是避免和去除加重肾脏损伤的

的病人有着明显的疗效，且费用低，无毒副反应，安全性高，

可逆因素，治疗基础疾病，对症处理并发症以及一些营养支

其在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应用中有着广阔的前景。

持疗法，晚期肾衰病人主要是肾脏替代治疗。中医认为慢性
肾衰病机关键是脾肾虚衰，毒损肾络，其毒主要为湿浊、痰

3

中药外敷
多选用益气、温阳、活血药物局部外敷，如肾区及神阙穴，

饮、瘀毒、药毒，中药口服内治主要是辨证施治，健脾益肾
的同时治“毒”。但在临床上患者多有恶心呕吐，甚至食入即

肾区为肾之所在，神阙为任脉要穴，与督脉相表里，冲脉循行

吐，有时不愿或无法内服药物，此时辅以中医药外治可取得

之地，脐窝处血管丰富，渗透力强，利于药物的吸收，中药外

较好的疗效。现将中医药外治法在慢性肾衰中的应用概况综

敷联合了经络穴位与中药的多重作用，具有补气升阳、活血化

述如下。

瘀之功，肾区外敷活血化瘀之药还可改善局部血循环，改善肾

1

中药灌肠疗法
中药保留灌肠是把自身的结肠、直肠作为透析膜，利用结

功能。
4

肠自身潜在的吸收和排泄功能，通过弥散作用和超滤作用，清

中药离子导入
一般选择在双侧肾俞穴部位，以温阳利水、活血化瘀中药，

除肠腔内及肠黏膜上的有毒代谢产物和毒素。传统的中药保留

利用直流电将中药有效成分离子导人人体，其合中药、穴位、

灌肠，其灌肠方大多以大黄为主，与丹参、大黄炭、蒲公英、

电流物理作用为一体，直达病所，改善肾功能。

车前子等组方灌肠，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降低血 Scr 及 BUN。
传统中药保留灌肠肛管插入较浅，肠腔内药物保留的时间和用
量均有限，灌药后患者便意感较强，排便次数增多，影响疗效，

5

中药外洗
中药外洗是传统疗法之一，有清热、解毒、止痒的作用，

现在采用结肠透析机灌肠，其置管深度加深，彻底清洗，增大

帮助排出积聚于皮肤的各种毒素，改善皮肤微循环，带走代谢

了透析面积，透析后给予中药保留灌肠，患者感觉好，疗效较

废物，从而减轻对皮肤的刺激，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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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足浴

小

结

中药足浴时一方面可使全身温度上升，有一定的发汗利水

慢性肾衰病机复杂，单一治法顾此失彼，难获全效，多途

作用，并带走体内蓄积的一些代谢产物，体温上升可以改善全

径给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但起到综合治疗的目的，而且

身血液循环，肾脏血液循环也同时改善，促进了代谢产物的排

具有针对性，以期“直达病所”。尤其对于早中期肾功能不全

泄；另一方面，足部是足三阴经起点、足三阳经终点，有穴位

患者，运用中医药可取得较好疗效。从所收集的资料上看，中

300 多个，反射区 67 个，是人体的一个缩影，肾脏与足部的关

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纯西医治疗。随着中医药在慢性

系最为密切。肾经俞穴涌泉即在足心处，加之中药的作用，通

肾衰治疗中的运用日益广泛和深入，今后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如

过经络的作用改善肾脏功能。

何更好地运用中医的整体辨证思维对慢性肾衰进行全方位的

7

治疗及护理，同时更效地利用现代医学的先进诊断与治疗方法

针灸疗法

延缓慢性肾衰的发展，延长患者的生命，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

针灸疗法具有疏通经络气血、调整脏腑气机、通利三焦水
道及温补阳气等功效。

存质量。
编辑：李妍 编号：EA-12122561（修回：2013-04-18）

中西医结合治疗脓毒症患者应激性高血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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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脓毒症是 ICU 危重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绝大多数患者会发生应激性高血糖，使病情进一步加重。近年来，
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在其防治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采用中医辨证结合西医辨证，取得良好疗效。
【关键词】 脓毒症；应激性高血糖；中医药
【Abstract】 Sepsis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death of ICU patients, the vast majority of patients with stress hyperglycemia occurs,
further aggravate the condi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ine in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ave made good
progress, TCM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achieved good results.
【Keywords】 Sepsis; Stress hyperglycemia;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8.073
脓毒症（Sepsis）是当前外科危重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
一，属于外科 ICU 所面临的棘手难题。脓毒症定义：由感染引

岛素抵抗；②胰岛素反向激素分泌增多，糖异生及糖原分解增

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此定义是由美国危重病医
学会、美国胸科学会、外科感染协会、欧洲重症监护医学会以

低氧血症、肠内肠外营养药物及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我们在平

及美国胸科医师协会于 2001 年在华盛顿召开的联席会议中确
定的。由于绝大多数脓毒症患者易于出现高分解代谢、高能量

迅速地出现营养不良和体重下降，从而可使患者机体出现高分

消耗等代谢紊乱，所以很多脓毒症患者会发生应激性高血糖。
而高血糖是在急危重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一个危险指标，运

患者共同的临床代谢特征，最终导致了血糖的反应性升高。高

用中医药联合胰岛素治疗对患者是有益的。现就脓毒症患者应
激性高血糖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应激性高血糖的机制及危害

加，使分解代谢增加；③其他相关因素，如升压药、低体温、
时的临床工作中经常可以见到脓毒症患者一旦发病之后就会
解代谢状态并能改变对代谢底物的利用。这些表现构成危重症
血糖状态能严重影响机体重要脏器和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如
未及时控制应激性高血糖，则容易引起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等各
种并发症，从而加重感染并可增加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率[2]。
应激性高血糖危害主要表现为：①影响脑缺血缺氧后局部或全

应激性高血糖是指由于机体受到创伤后体内的激素失衡

脑功能的恢复；②导致高渗性利尿，引起血容量下降，并可造

引发血糖的反应性升高，临床上高血糖是使脓毒症患者病死率

成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失调；③使机体免疫力下降，继而造

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严格地控制血糖有助于降低脓毒

成伤口及全身性感染[3]。高血糖能够削弱机体的防御作用，使

症患者的总体死亡率。脓毒症发生后体内代谢紊乱的重要标志

白细胞的动员、趋化及吞噬活性降低；并加剧炎症反应，介导

就是高血糖，而造成血糖升高的直接原因是分解代谢活跃与急

内皮细胞损伤；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导致微血管收缩及血流淤

性期胰岛素抵抗。脓毒症患者发生应激性高血糖的机制主要可

滞，最终使组织缺氧和器官功能受损，因此高血糖成为影响脓

概括为：①机体释放细胞因子刺激反向调节激素分泌，导致胰

毒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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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研究又发现强化胰岛素治疗方案可明显降低在内科 ICU

祖国医学对脓毒症的认识
“脓毒症”一词在古老的祖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

过，且目前关于脓毒症辨证的相关理论探讨也为数不多，但是
中医数千年以来的持续发展就是源于对脓毒症不断研究的过
程。近些年来，脓毒症应用中医药进行治疗日益得到重视，观
其临床症状及疾病演变过程，众多医家指出将脓毒症归属于中
医学的“热病”范畴。赵淳[5]曾指出脓毒症的基本病机多为：
阴阳气血失衡，脏腑功能失调，素体正气亏虚，加之感染、大
手术、创伤等使瘀、毒、湿、热等侵犯机体，正不胜邪，导致
气机逆乱而发病，严重者损及脏器，甚者阴阳离决。而刘清泉
教授[6]则表示应当将伤寒理论同温病学说结合起来进一步研究
脓毒症，认为脓毒症以非特异性的临床症候群为特点，初期的
主要表现为太阳病、卫分证；进展期一般表现为营分证、气分
证、血分证、少阳病、阳明病，此时机体正气已复，正邪交争，
[7]

邪实正胜，是临床治疗及抢救的关键时期。此外，刘教授 还

中住院超过 3 天的患者的病死率，并且患者的住院时间、带机
时间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也得到明显改善[11]。杨辉等[12]通过对
危重患者行强化胰岛素治疗，并与常规治疗进行比较，结果显
示，可降低 病死率、 减少并 发症并缩短 ICU 住院 天数 。
RattanataweeboonP 等[13]通过对 70 名脓毒症患者检测其入院时
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其他多种可以预测败血症的因素后发
现应激性高血糖的患病率为 42.3%。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脓
毒症患者应激性高血糖的高患病率会直接影响 APACHEII 评分
使机械通气时间延长，最终提高患者的死亡率。LeonidouL[14]
等将 1 年内收治的 265 例严重脓毒症患者分为应激性高血糖组
（SH 组，n＝47）
，糖尿病组（DM 组，n＝65）及正常血糖组
（NG 组，n＝153）。由败血症引起应激性高血糖的患者占
17.7%。SH 组患者死亡率为 42.5%，相较于 DM 组（24.6%）
及 NG 组（13.7%）
，脓毒症患者应激性高血糖死亡的比例较高，

指出，脓毒症的发生有三个关键：一是正气不足；二是气血不

同时 DM 组也较 NG 组预后差。提示严重的败血症患者常并发

畅，脉络阻滞，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失于濡养；三是毒邪内侵，

应激性高血糖，而应激性高血糖是一个更为严重的疾病，预后

“毒”为广义之毒，包括瘀血、痰湿、热毒、水饮等。传统认

较差。姚咏明等[8]通过相关研究表明通过进行胰岛素强化治疗

为消渴的病因病机主要为阴虚燥热，但其与痰浊、淤血之间的

可以使脓毒症急性期与后续治疗期间出现的高血糖得以纠正

关系亦甚为密切。《金匮要略》中曾用专篇来论述消渴与痰湿

从而减少了并发症及不良预后的发生。另有研究显示[15]ICU 中

间的关系，并以五苓散治之，可见痰湿为消渴的一个重要病机。

进行强化胰岛素治疗亦可显著减少患者 ICU 入住时间，据统计

《血证论•发渴》篇对消渴发病也有论述：
“瘀血发渴者，以津

每张病床可节约 40000 美元/年，虽然进行强化胰岛素治疗的费

液之生，其根出于肾水……有瘀血，由气为血阻，不得上升，

用为常规胰岛素治疗的 2 倍左右，但其可使整个住院的花费下

水津因不能随气上布。”所以瘀血也常可引起消渴的发病。由

降 超 过 25% 的 效 益 弥 补 了 其 高 耗 费 的 不 足 之 处 。

此可见，从中医辨证体系来看，脓毒症与消渴有相同的致病因

VanWaardenburg DA[16] 等通过对 6 名脑膜炎双球菌败血症

素，病变互为一体。

（MS）和 10 名脑膜炎双球菌感染性休克（MSS）的患儿并发

3

胰岛素抵抗与胰岛素强化治疗

应激性高血糖反应进行研究。发现 MSS 患者的胰岛素水平显
着降低，而 MS 患者则表现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水平与炎症

胰岛素抵抗是指机体对一定量胰岛素的生物学反应低于

介质 sTNF-R55 及 R75 的表达水平呈负相关，表明炎症反应能

预计正常水平的一种现象。在某些病理条件下机体组织消弱甚

抑制胰岛素的分泌。结论提示：高血糖常伴低胰岛素血症而不

至丧失了接受胰岛素的调节作用后所产生的正常生理效应，尤

是胰岛素抵抗在急性 MSS 患儿体内可能是正常的病理生理反

其是心肌细胞、骨骼肌、脂肪细胞及肝细胞等胰岛素敏感组织。

应，故胰岛素强化治疗对危重患儿十分必要。王志[17]等将 40

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中得出胰岛素抵抗的概念，而出现在

例烧伤后脓毒症合并应激性高血糖患者分为常规组和强化组，

脓毒症、大手术后、及创伤烧伤等危重患者高代谢高分解代谢

监测两组患者血清中多种炎性介质及前白蛋白、尿素氮水平，

状态下的急性期胰岛素抵抗在其发生诱因、发展进程及其抵抗

并对脓毒症引起的并发症及死亡率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部位上与其不甚相同，故也被称之为应激性糖耐量损害[8]。从

胰岛素强化治疗可以有效改善烧伤后脓毒症患者的预后。

现有的大量研究来看，危重患者在应激状态下其胰岛素拮抗机
制主要为胰岛素靶细胞的缺陷及大量的相关循环胰岛素拮抗
激素的存在[9]。

4

中医药治疗
刘洪斌等[18]经研究发现，清热解毒方（大黄、白头翁、黄

1993 年 6 月所公布的北美“糖尿病控制与并发症试验”报

芩、败酱草）能通过通里攻下及清热解毒两方面的作用机制来

告中第一次提出强化胰岛素岛素治疗是临床治疗中唯一可靠

拮抗内毒素的致炎作用，可使单核细胞趋化因子-1（MCP-1）

且能有效控制血糖水平的方法。常规治疗是将患者的血糖水平

和脂多糖结合蛋白（LBP）的水平显著降低，从而保护脏器免

控制在 9.9～11.1mmol/L，从而防止发生低血糖、酮症酸中毒

受损害，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奚小土等[19]研究发现，清气凉营

及高渗状态等不良后果。强化治方案则要求尽早监测危重症患

汤可使脓毒症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明显下降，对脓毒症患者的

者的血糖水平，一旦当血糖超过 6.1mmol/L 时需要立即静脉泵

发热症状具有良好的退热效果。苏艳丽等[20]将 167 例重度脓毒

注 胰 岛 素 治 疗 ， 其 血 糖 控 制 目 标 是 4.4 ～ 6.05mmol/L 。

症患者分为西药治疗组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通过比较分析两

VandenBergheG 等[10]曾完成了一项前研究显示将血糖严格控制

组患者之间凝血指标、病情危重程度评分、炎性反应因子、ICU

在 4.4～6.1mmol/L 的胰岛素强化治疗的危重患者病死率及其

入住时间及 28d 病死率的差异。结果显示使用芪参活血颗粒治

血源性感染、肾功能衰竭发生率显著地下降，同时患者进行血

疗重度脓毒症患者后可降低其炎性反应因子 IL-6、TNF-q 水平

液净化的次数及机械通气时间也减少。在随后的五年时间内进

及凝血指标 D-dimer 水平。施荣等[21]对 61 例脓毒症热毒内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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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郭楠等

发现联合应用血必净和生脉来治疗脓毒症患者凝血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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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单用生脉更能有效地改善症状，提示从化瘀解毒、益气扶正

[11]Van den Berghe G, Wilmer A, Hermans G, et al. Intensive insulin therapy in

两方面双管齐下来进行脓毒症的治疗可以取得更好的临床疗

the medical ICU[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6,354(5):449

效。有学者[24]在一项研究中，用血必净治疗后第 7d，脓毒症

[12]杨辉,闫恒宇,王伟,等.强化胰岛素治疗在危重病应激性高血糖中的应用[J].

患者血清中炎症因子 IL-6、TNF-α 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并

中国误诊学杂志,2009(13):3062-3063

且外周血单核细胞表面的 TLR4 表达也明显下调，提示此药物

[13]Rattanataweeboon P, Vilaichone W, Vannasaeng S. Stress hyperglycemia in

可能通过拮抗患者体内的内毒素作用，使单核/巨噬细胞表面的

patients with sepsis[J]. J Med Assoc Thai,2009,92(Suppl 2):S88-S94

TLR4 表达下降，从而抑制其下游 IL-6 和 TNF-α 的释放。庄育

[14]Leonidou L, Michalaki M, Leonardou A, et al. Stress-induced hyperglycemia

刚

[25]

通过研究表明参附注射液治疗后可明显降低炎性因子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a compromising factor for survival[J]. The American

TNF-q、IL-8 及 IL-6 的血清浓度，进而避免炎症反应失控后发

journal of the medical sciences,2008,336(6):467- 471

生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这对临床治疗脓毒症有良好的意

[15]Van den Berghe G, Wouters PJ, Kesteloot K, et al. Analysis of healthcare

义。

resource utilization with intensive insulin therapy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Critical care medicine,2006,34(3):612-616

5

结

语

[16]Van Waardenburg DA, Jansen TC, Vos GD, et al. Hyperglycemia in children

综上所述，入住 ICU 的脓毒症患者大多容易并发应激性高

with meningococcal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the relation between plasma levels

血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激性高血糖不仅标志着疾病的

of insulin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J].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严重程度，还能导致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因此积极有效地控

Metabolism,2006,91(10):3916-3921

制患者的高血糖是治疗的关键部分。应用胰岛素强化治疗将脓

[17]王志,梁风,李仕全,等.严重烧伤后脓毒症合并高血糖的强化胰岛素治疗[J].

毒症患者血糖控制在 4.0～6.1mmol/L 水平内可以有效地减少

军事医学,2011,35(10):798-799

高血糖所致的多种并发症，有利于促进疾病恢复及改善患者预

[18]刘洪斌,吴咸中,李东华,等.清热解毒方对脓毒症大鼠的治疗作用[J].中国

后。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中医药治疗脓毒症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

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2009,14(6):580-584

的研究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体现了中医药整体治疗的特

[19]奚小土,钟世杰,黄宏强,等.清气凉营汤治疗脓毒症 30 例 APACHEIII 评分

点。多系统、多脏器协同作用是脓毒症的整个疾病发生发展过

的临床观察[J].新中医,2009(8):61-62

程中的主要特征，与中医学理论的“阴平阳秘”及“整体观念”

[20]苏艳丽,王红,张淑文,等.中药芪参活血颗粒在重度脓毒症治疗中的作用[J].

[26]

的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医辨证结合西医辨病，优势互补，可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09,30(1):27-31

使脓毒症并发的应激性高血糖的治疗取得良好疗效，显著提高

[21]施荣,熊旭东.通腑清营法治疗脓毒症热毒内盛证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

患者生存率。

急症,2011,20(4):5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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