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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肾活血方在抗肾纤维化中对 HA、LN、TGF-β1
干预作用的实验研究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he Zishen Huoxue recipe
against HA, LN, TGF-β1 in anti-renal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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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滋肾活血方对慢性肾病肾纤维化的防治作用及机制。方法：采用右侧肾切除加重复尾静脉注射阿霉素
制备肾纤维化大鼠模型[1]。设滋肾活血方治疗组、卡托普利对照组、模型组、空白组。8 周后观察各组大鼠 24h 蛋白定量、血清尿
素氮（Bun）、肌肝（Scr）、透明质酸（HA）、层粘蛋白（LN）和肾组织中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表达的变化。结果：滋肾
活血方能够减少阿霉素肾纤维化大鼠尿蛋白的排泄，降低血清 Bun、Scr、HA、LN 的含量，抑制肾组织中 TGF-β1 的过度表达。
结论：滋肾活血方能够延缓肾纤维化的进程，具有保护肾功能的作用。
【关键词】 滋肾活血方；肾纤维化；TGF-β1；HA；LN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Zishen Huoxue recipe anti-chronicity nephropathy renal fibrosis preventive and
therapeutic effect and mechanism. Methods: According to reference documents[1], we reproduced the rat model of adriamycin nephrosis by
having right nephrectomy adding to injecting repeatedly ADR through the vein of tail. The ra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for the bland
contral group, the Zishen Huoxue recipe group, the captopril group and the model group. We observe quantity of 24h urinary protein
excretion, blood urea nitrogen and creatinine, HA , laminin and tran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 in kidney tissues after 8 weeks. Results: The
Zishen Huoxue recipe can decrease quantity of 24h urinary protein excretion, degrade blood serum hyaluronic acid and laminin contents,
depress tran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 over expression in kidney tissues. Conclusion: Zishen Huoxue recipe can prevent process of the renal
fibrosis, to have preserve effect of the renal function.
【Keywords】 Zishen Huoxue recipe; Renal fibrosis; TGF-β1; HA; L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01
肾纤维化（包括肾小球硬化和小管间质纤维化）是指肾脏
在各种致病因子如炎症、损伤、药物等作用下的病理修复反应，
以细胞外基质（ECM）在肾脏过度增生与沉积为特征

[2-3]

，是

决定多种肾脏疾病发展和预后的重要因素，因此，及时有效地
控制纤维化的进展对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疾病、保护肾功能意义

司提供）；HA、LN 试剂盒（均购自上海海军医学研究所生物
中心）
。
2

实验方法

2.1 分组
将 60 只大鼠随机分为四组即空白组、模型组、中药组（滋

重大。本课题在实验研究方面探讨滋肾活血方抗肾纤维化的防
治作用及机制，为临床防治肾纤维化提供理论依据。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Wistar 雌雄各半大鼠，体重（200±20）g，共 60 只，由

肾活血颗粒组）、西药组（卡托普利对照组），每组均为 15 只。
2.2 造模方法及给药
采用右侧肾切除加重复尾静脉注射阿霉素制备肾纤维化
大鼠模型 [1] 。分别予滋肾活血颗粒悬浊液和卡托普利液各
10ml · kg-1 · d-1 灌 胃 ； 模 型 组 同 时 均 予 0.9% 生 理 盐 水

广西中医药研究所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10ml·kg-1·d-1 灌胃，即每次每只灌胃 2ml。四组大鼠给药方

1.2 药物及试剂

法和方式相同，空白组不予处理，所有动物均自由饮水和饮

滋肾活血方（颗粒剂）
：生地 15g，山萸肉 15g，淮山药 20g，
菟丝子 10g，赤芍 10g；泽兰 10g，白花蛇蛇草 20g，内金 15g，

食。
药物使用剂量根据《中草药注射剂》一书中常用动物与

山楂 10g，由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提供；卡托普利片：国药

人的体表面积比值表计算，200g 大鼠的体表面积相当于 50kg

准字 H41021571，由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阿霉素

人的 0.021 倍。

注射液：国药准字 H31022327，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华

2.3 标本采集

联制药厂；TGF-β1 试剂盒（由天津灏洋生物制品科技有限公

实验至第 8 周末收集 24h 尿液，测 24h 尿蛋白；从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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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脉采血，测 Bun、Scr 和 HA、LN；取血后切除左侧肾脏；

3

空白对照组切除任意一侧肾脏。称重后常规固定、脱水、包埋、

实验结果

3.1 各组大鼠体重的变化

切片，切片为 2μm，供 HE、PAS、Masson 染色和免疫组化检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在不同时间体重明显减轻，均

测，光镜下观察肾小球及间质小管的病变程度。

有统计学意义（P<0.01）
。而西药组、中药组，在第 4 周、第 8

2.4 统计学处理

周，分别与模型组比较，大鼠体重明显增加，有统计学意义

全部计量资料均以（ x ± s ）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单

（P<0.01）
，中药组与西药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
。

因素方差分析，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由 SPSS10.0 统计软

中药组大鼠体重增加最为明显（见表 1）
。

件完成。
表 1 各组大鼠体重比较结果
组别

原始体重

空白组

206.08±12.22

2W
294.00±13.54*

※

202.83±8.86

模型组

252.75±6.20

205.42±9.99

西药组
*

8W
367.83±7.82*

263.80±12.50

※

※

265.63±7.50

289.56±14.19

*

309.33±12.19*

306.30±13.78

*

320.30±14.37*

253.37±14.82

259.00±5.27

202.50±6.11

中药组

4W
321.75±12.72*

※

注：与模型组比较 P<0.01，与中药组比较 P<0.01。

药组（P<0.01），中药组 Bun 和西药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3.2 各组大鼠 24hPro、Bun、Scr 的比较结果

（P>0.05）
，中药组 Scr 和西药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24hPro、Bun、Scr 均明显升高，

（见表 2）
。

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模型组比较，两治疗组 24hPro、
Bun、Scr 均有明显下降（P<0.01）
，其中中药组 24hPro 优于西
表 2 各组大鼠 Bun、Scr 的比较结果（ x ± s ）
组别

n

24hPro（mg/L）

Bun（mmol/L）

空白组

15

35.26±5.13

14.40±1.37

Scr（umol/L）
69.25±8.73

模型组

11

199.21±10.77

23.22±1.29

182.88±11.13

西药组

10

111.94±13.56

21.57±2.48

132.67±2.12

中药组

13

86.75±13.55

21.23±2.19*

121.40±2.07

▲

注：模型组与其他各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中药组 Bun 与西药组比较 P>0.05。

像分析显示：模型组肾纤维化程度较重，西药组、中药组与模

3.3 各组大鼠血清 HA、LN 的比较结果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HA、LN 含量显著升高（P<0.01）
，

型组比较，肾纤维化的程度较轻，且中药组肾纤维化的程度相

与模型组比较，两治疗组 HA、 LN 含量显著低于模型组

对于西药组轻。

（P<0.01）
，其中中药组 HA 含量显著低于西药组有统计学意

3.5 各组肾组织 TGF-β1 表达的比较

义（P<0.01）
；中药组 LN 与西药组相比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3）
。

显微镜下可见：TGF-β1 仅在空白组大鼠的肾小球中有少
量表达；模型组则明显增加，明显高于其他组，在肾小球、肾
小管和肾间质均有一定量的表达；中药组的总体表达不明显，

表 3 各组大鼠血清 HA、LN 的比较（ng/ml）（ x ± s ）

肾小球仅有少量分布，但是在肾小管和肾间质的沉积稍多；西

组别

n

HA

LN

药组表达较空白组、中药组均多，但较模型组为少。从表中可

空白组

15

134.74±9.57

25.18±3.43

以看出，模型组则明显高于空白组，两者之间有显著差异性

模型组

11

281.69±49.21

61.41±6.77

（P<0.01）
；中药组与空白组相比较，两者间 TGF-β1 表达水平

西药组

10

242.46±19.41

36.67±3.85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模型组相比，中药组的表

中药组

13

173.37±24.13

32.69±2.07

◆

注：HA：与空白组比较，P>0.05；各组比较，P<0.01，LN：中药组与西药
◆

组比较， P>0.05。

3.4 各组大鼠肾组织形态学的观察

达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有显著性差异（P<0.01），而且中药
组又较西药组表达水平低，有显著性差异（P<0.01）
。
表 4 各组大鼠肾组织中 TGF-β1 表达阳性细胞面积百分比（ x ± s ）
组别

n

TGF-β1 阳性细胞面积百分比（%）

空白组

15

32.875±5.303*

模型组

11

88.250±4.132

疫复合物沉积，部分肾小球周围纤维化和球性硬化，系膜基质

西药组

10

轻度至中度增生；肾小管上皮细胞融合或脱落裸露，部分上皮

中药组

13

空白组：肾小球及肾小管-间质无明显改变。模型组：肾小
囊中度扩张，囊壁中至重度增厚，肾小球基底膜内有较多的免

细胞颗粒变性，管腔萎缩；肾间质呈轻度至中度纤维化；偶见
小动脉血栓形成。两治疗组有相似改变，但程度明显减轻。图

△

△

85±3.07
65.875±4.016*

＃☆△

*

注：与空白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1；与西药组比较，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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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球性硬化有一定的关系。

肾纤维化是多种慢性肾脏疾病走向肾功能衰竭的共同病
理过程，是发生在肾脏的微型癥积（即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及
[4]

肾内微循环障碍）
，瘀血阻络是肾微癥积的病理基础 ，属于祖
国医学“水肿”
、
“癃闭”
、
“关格”等范畴，病机为本虚标实，
本虚主要是肾虚；标实为瘀血、水湿内聚。瘀血、湿浊是肾纤
维化的病理产物，也是导致肾脏疾病进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作
用于机体，使肾间质增生及纤维化加重，导致肾功能进一步恶
化。张史昭[5]等研究证实，肾络瘀阻程度与纤维化指标（血清

我们的研究证实：滋肾活血方能够减少阿霉素肾病大鼠的
Pro 的排泄，降低血清 Bun、Scr、HA 和 LN 的含量，抑制肾
组织中 TGF-β1 的表达从而使病变肾组织 ECM 合成减少，减
轻病变肾组织 ECM 成分的积聚，延缓肾纤维化的进程，具有
保护肾功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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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可以稳定基质的结构，并在细胞表面有修饰细胞的作用。

[17]洪江淮,王智,郑京.慢性肾小球肾炎血,尿 IV 型胶原及黏蛋白的改变与肾

有文献报道认为当肾功能受到损伤时，血清 HA 升高，且随着

脏病理关系初探[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06,1(7):23

病变加剧而呈升高趋势。LN 为非胶原蛋白（IV 型胶原基质）
，
是构成基底膜的一种主要成分，在细胞粘附、分化和基因表达
中起重要作用[16]。洪江淮[17]等监测 LN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肾
脏病理的改变，与系膜细胞基质的增生程度、间质纤维化、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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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药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蛋白尿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roteinuria from early-stage diabetic
nephropathy with Wind-medicines
陈剑飞
（广东省广宁县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587.1

广宁，5263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04-03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验证糖尿病肾病早期“从风论治”的学术观点，观察风药治疗糖尿病肾病 III 期患者的疗效。方法：以“风
邪袭肾”为次要病因，在消渴肾病辨证基础上区分“风寒、风热、风毒、风湿、肝风内动”等兼证型，配伍风药治疗糖尿病肾病
III 期患者 24 例，并设对照组对比，观察治疗前后 24h 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MAU）及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UmAlb/UCr）相
关指标的变化。结果：治疗组能明显减少患者 24h 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降低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实验室指标的改善优于对照
组，说明在原辨证基础上配伍风药治疗糖尿病肾病 III 期具有较好效果。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中医药疗法；风药；治疗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Wind-medicines in patients with DM. Methods: 46 patients with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4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22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egular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Wind-medicines more. Before treatment, 24h MAU and UmAlb/Uc in both groups
were comparable. Results: After 2 weeks, the 24h MAU and UmAlb/Ucr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s (P<0.05). Conclusion: Combination with Wind- medicines can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e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early treatment on DN should focus on elimination of wind.
【Keywords】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TCM therapy; Wind- medicines; Treatment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02
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常见且难治的微血管并发症，

泄量、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等方面经齐性检验无统计学差异

已成为导致终末期肾病的首要致病因素。糖尿病患者一旦进入

（P>0.05）
，组间资料基线均衡，具有可比性。

临床肾病 IV 期，出现持续性大量蛋白尿，病情多不可逆转。

1.2 诊断标准

近年来越来越重视 DN 早期的肾脏改变，大量研究表明，在

西医诊断标准：①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DNIII 期给予适当的临床干预，肾脏病变过程可以得到遏止甚

（1999）糖尿病诊断标准 [1] ；②DN 诊断、 分期标准 按 照

至逆转。中医运用风药治疗肾系病变的理论源远流长，现代临

Mongensen 诊断分期标准[2]。

床研究亦显示，风药对于慢性肾炎蛋白尿的治疗卓有成效。笔

中医辨证标准：中医辨证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者借鉴肾病“从风论”的中医理论基础，运用风药治疗糖尿病

原则》 [3] 中有关糖尿病肾病中医证候诊断标准进行辨证分

肾病早期，以期按照以药测证的方法寻找药物作用的靶点，并

型。

尝试以此为根据阐释 DN 的发病机理及中医辨证规律。2010 年

1.3 纳入标准

12 月～2012 年 12 月，笔者应用风药配伍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
24 例，取得了较好疗效，现总结如下。
1

资

料

1.1 临床资料
病例来源于本院内分泌科住院患者共 46 例，按随机数字表
法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常规治疗组（即对照组）22 例，男 14 例，

①确切的糖尿病史；②予放射免疫法测定 24h 尿微量清
蛋白排泄率（MAU）2 次，取其平均值，MAU100-200μg/min
（MAU20-200μg/min 为 DNIII 期的分期标准[4]）；③随机尿微
量 白 蛋 白 肌 酐 比 >3.0mg/mmol[4] ； ④ 血 压 110 ～ 140/60 ～
80mmHg。
1.4 排除标准
①血肌酐>135μmol/L；②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30mg/24h

女 8 例；年龄最小 43 岁，最大 67 岁，平均年龄（55.1±6.13）

或>300mg/24h；③高血压服用血管紧张素 II 拮抗剂或血管紧张

岁；病程最短 4 年，最长 13 年，平均病程（7.45±2.24）年；

素 II 受体拮抗剂降压治疗；④眼底检查发现视网膜微血管瘤及

治疗组 24 例，男 15 例，女 9 例；年龄最小 39 岁，最大 67 岁，

眼底出血、渗出；⑤其他疾病导致的蛋白尿增加如泌尿系感染、

平均年龄（52.8±6.78）岁；病程最短 3 年，最长 12 年，平均

急慢性肾炎、原发性高血压、心力衰竭、发热及近期应用肾毒

病程（7.08±2.17）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收缩

性药物史等；或合并其他严重原发性疾病和精神病患者；有糖

压/舒张压、体重指数、病史、血糖、血肌酐及尿微量白蛋白排

尿病酮症、酮症酸中毒以及感染者；不合作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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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5验；率的比较采用 x2 检验。

法

2.1 治疗方法

3

所纳入患者均给予常规降糖治疗，包括饮食控制（糖尿病

结

果

3.1 两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血肌酐比较

饮食、每日蛋白摄入 0.8～1.0g/kg）
、口服降糖药（格列齐特、

经过糖尿病基础治疗，两组患者均能有效地控制空腹血

格列吡嗪、格列喹酮、拜糖苹）、口服降糖药不能控制者予皮

糖，血肌酐、血清果糖胺、尿素氮水平无明显变化，治疗前后

下注射胰岛素治疗，合并高血压者予钙拮抗剂、β 受体拮抗剂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控 制 血 压 ， 待 血 压 控 制 在 140/90mmHg 以 下 且 空 腹 血 糖

3.2 风药治疗糖肾 III 期病人 24hMAU 的影响

≤10mmol/L 时进入试验。对照组只给予糖尿病西医基础治疗，

治疗前两组 24hMAU 满足方差齐性（t＝0.400，P>0.05）
，

并根据消渴肾病诊疗方案[3]进行辨证分型，予对应方药。由本

两组治疗前 24hMAU 水平无显著差异。治疗后两组 24hMAU

院住院中药房制成袋装中药饮剂，2 剂/d，2 次/d，饭后口服。

均下降，两组分别与治疗前结果比较，治疗组具有极显著差异

连续 14d 为 1 个疗程。治疗组以“风邪袭肾”为次要病因，在
消渴肾病辨证基础上区分“风寒、风热、风毒、风湿、肝风内

性（t＝8.931，P<0.001）
；两组治疗方案治疗后 24hMALB 差值

动”等兼证型，兼夹风热者，予散风热类药物如金银花、菊花、

样本数据满足方差齐性要求，经 t 检验，t＝3.131，P<0.01，提

连翘、牛蒡子；夹风寒者，予麻黄、防风、细辛、苍耳子；风

示治疗组疗效具有显著性差异。故相较常规治疗方案，配伍风

湿重者，予羌活、独活、防风、豨签草；风毒不解者，予地肤

药的治疗方法对于减少早期糖尿病肾病 III 期病人的 24h 微量

子、黄柏、蝉蜕；肝风妄动者，予钩藤、地龙、僵蚕、全蝎。

白蛋白排泄量疗效更佳。见表 2、表 3。

其余治疗同对照组。

3.3 风药对糖肾 III 期病人 UMALB/UCR 的影响
治疗前两组 UMALB/UCR 满足方差齐性（t＝0.284，

2.2 观察指标
疗程开始和结束时分别检测 MAU、UMALB/UCR、血清

P>0.05）
，两组治疗前 UMALB/UCR 水平无显著差异。治疗后

果糖胺、空腹血糖、血肌酐、尿素氮。MAU 采用免疫比浊法

两组 UMALB/UCR 均下降，治疗组具有极显著差异性（t＝

检测，尿肌酐采用酶法检测。仪器为法国 Lisa500 特种蛋白检

8.667，P<0.001）
；两组治疗方案治疗后 UMALB/UCR 差值样

测仪，日立 706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本数据满足方差齐性要求，t＝3.021，P<0.001，提示治疗组疗

2.3 统计学处理

效具有显著性差异。故配伍风药的治疗方法对于降低早期糖尿
病肾病 III 期病人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效果更佳，有助于延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缓糖尿病肾病的发展进程。见表 1、表 3。

属于正态分布者，用均值±标准差表示，显著性检验采用 t 检

表 1 两组 24h 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治疗前后结果（ x ± s ）
组别

n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MAU（μg/24h）

UMALB/UCR（mg/mmol）

MAU（μg/24h）

UMALB/UCR（mg/mmol）

24

180.92±7.24

26.08±2.50

134.04±25.32

21.44±5.12

22

178.82±18.33

25.86±2.66

157.59±27.17

23.75±4.34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24h 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MAU）及差值比较（ x ± s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t

治疗组（μg/24h）

180.92±17.24

134.04±25.32

46.88±25.71

8.931***

对照组（μg/24h）

178.82±18.33

157.59±27.17

21.23±29.82

3.339**
3.131**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注：组间差值比较：***：P<0.001；**：P<0.01；*：P<0.05。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 24h 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UMALB/UCR）及差值比较（ x ± s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t

治疗组（mg/mmol）

26.08±2.50

20.60±3.28

5.48±3.08

8.667***

对照组（mg/mmol）

25.86±2.66

23.75±4.34

2.11±4.41

2.251*
3.021**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

**

*

注：治疗前后组间差值比较： ：P<0.001； ：P<0.01； ：P<0.05。

4

讨

论

于初级阶段。
现代医学对早期 DN 的治疗缺乏有效方法和手段，

糖尿病患者一旦进入临床肾病 IV 期，出现持续性大量蛋

多在降糖的基础上，加用 ACEI 或 ARB 类药物等，有一定效

白尿，则缺乏有效方法制止其发展。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早

果，对于微量白蛋白尿期的糖肾病人，合并高血压病的不多，

期 DNIII 若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尚可逆转，但临床研究尚处

临床医师予以 ACEI/ARB 类药物的意识暂未形成、患者长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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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药的依从性亦不高。近年来，中医对早期 DN 的临床研究

湿肾风，若素体阳盛，则成湿热；风邪痹阻肾络，气血瘀滞而

不断深入，但临床研究水平大多停留在疗效观察阶段，基础研

不畅，久蕴而为肾毒。由于肾中风邪内扰，肾之气化功能失司，

究较少，鲜见纯中药治疗。糖肾早期在中医病因、发病机制方

肾司二便不利，固摄失约，故而水中清浊相混，精微下泄。消

面的研究暂未形成系统的完善的理论。笔者广泛阅读近代名医

渴肾病早期乃本虚标实之证，本虚是肾元亏虚，标实是风邪或

大家经验案，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借鉴中医肾病“风水”

风邪挟他邪侵袭。

“水肿”病因病机及辨证治疗验方，尝试认识糖肾早期微量白
蛋白尿形成的病因病机。

5

总

结

上述临床观察证明风药对于降低早期糖尿病肾病 III 期病人

4.1 风邪与肾病
早在《内经》中就有因风邪导致肾病的论述，如《素问•

的 MAU、UMALB/UCR 有良好效果，有助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

水热穴论》中的风水病，
《素问•风论》的肾风病；桂林古本《伤

发展进程。运用“以方测证”的研究思路，推测方药与病证之

寒杂病论》中亦有载，
“风为百病之长……中于项，则下太阳，

间存在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笔者有理由相信尿微量白蛋白的产

甚则入肾”。如《伤寒论》所言，风冠“六淫”之首，为百病

生乃风邪袭肾所致，糖肾病人在消渴病基础上还受内外风邪所

之长，在肾病的致病机制中，多被寒、湿、热、毒等邪依附入

扰。为临床糖尿病肾病中医分期辨证方案的研究提供一个契机。

[5]

侵人体。历代文献中关于风邪伤肾的辨证要点 具体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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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能收到升气化水，行血润燥之效。当代中医肾病学大家李

[7]丁光迪,文魁.东垣医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65

平[10]、时振声[11]、于俊生[12]、任继学[13-14]均十分注重风药在

[8]张俐敏.李东垣风药应用特点[J].中医研究,2001,14(2):3-5

肾病治疗中的应用，有独到的经验与见解。现代药理阐明了部

[9]易自刚.李东垣运用升散风药意义述要[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

分风药如蝉蜕、川芎、防风、乌梢蛇、地龙等对于减少肾炎蛋

10(6):175-176

白尿的机制，包括拮抗内皮素引起的肾血管收缩，抑制肾小球

[10]杨鑫.李平教授治疗慢性肾脏病蛋白尿的思路与方法[J].中国中西医结

球系膜细胞增殖，抑制炎症及免疫反应，降压、抗组胺、增强

合肾病杂志,2010,10(5):384-385

[15-16]

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能力等

。

4.3 糖尿病肾病从风论
糖肾早期的患者除微量尿蛋白排泄率增加外多无典型不

[11]李平.时振声教授治疗蛋白尿经验[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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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既无浮肿、泡沫尿，亦无腰酸膝软等，研究其中医病机及

[13]南征.任继学教授名医各论名术[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4(1):

证型实属不易。而笔者通过现代医学的实验室手段，扩展中医

10-12

的“四诊”范围，解读异常的实验室指标，尝试从风邪扰肾角

[14]任继学.任继学经验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92

度阐述尿微量白蛋白该病理产物的发生机制。中医消渴基本病

[15]陈荣全,朱蕴秋.阿魏酸钠治疗蛋白尿的分子机制的研究[J].齐齐哈尔医

机为阴亏阳亢，津涸热淫，病位主要在肺脾肾三脏，而其病之

学院杂志,2005,26(10):136

本则在于肾。风邪从皮毛玄府而入，因肺与皮毛相合，又因少

[16]王浴生.中药药理与应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阴肾脉注入肺中，循咽喉，由气血之道侵犯于肾，形成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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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正气不足；或外邪再犯，触动伏邪，故肾风才得以引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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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糖尿病。

水脏，内寄相火，风邪内侵，干扰肾水，搅动相火，形成肾中
之风；风与水结，形成风湿，水湿互结；若素体虚寒，则为寒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2120420（修回：2013-05-06）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9 期

-7-

芪苓益肝颗粒对肝硬化再损伤大鼠的保护作用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Qiling Yigan granule against
the liver cirrhosis re-damaged rats
仪文静 1 梁瑞敏 2 刘改萍 2
（1.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太原，030012；2.山西省中医院，山西 太原，030012）
中图分类号：R575.2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07-04

证型：IBD

要】 目的：探讨芪苓益肝颗粒对肝硬化大鼠再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20%四氯化碳（CCl4）腹腔注射联合 1.2%小

牛血清蛋白（BSA）皮下注射制备肝硬化大鼠模型，成模后分区、分组，其中部分模型继续予 CCl4 及 BSA 损伤肝脏，分别予芪
苓益肝颗粒及复方鳖甲软肝片溶液灌胃，全部灌胃 5 周，于 14 周末麻醉杀检。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1（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1，TIMP-1）
、基质金属蛋白酶-2（Matrix-metalloproteinases-2，MMPS-2）
、羟脯氨酸（Hydroxyproline，Hyp）
、III
型前胶原（Procollagen III，PCIII）、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HA）、层粘连蛋白（Laminin，LN）、IV 型胶原（Collagen Type IV，
C-IV）
、肝脏病理等。结果：与模型组比较芪苓益肝颗粒能有效降低大鼠血清中 TIMP-1、MMPS-2、Hyp 表达（P＝0.039，0.023，
0.020）
，降低肝组织匀浆中 PCIII、HA、LN、C-IV 的含量（P<0.05）
；继续予损伤因素的肝硬化模型鼠检测指标均有上升趋势；
芪苓益肝颗粒组与复方鳖甲软肝片组在各项指标检测中无显著差异。结论：芪苓益肝颗粒对肝硬化大鼠具有干预保护作用。
【关键词】 芪苓益肝颗粒；肝硬化；损伤因素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Qiling Yigan granule to the injured rat, and also its influence to
these cirrhosis rats. Methods: 20% CCl4 injected through abdominal cavity and 1.2% BSA injected by subcutaneous were used to establish the
liver cirrhosis model and then divided into groups. Qiling Yigan granule and solution of compound turtle shell soft liver piece were gavaged
individually. Besides, some of the rat models were continuing damaged by CCl4 and BSA, then were anesthetized and killed to inspection after
5 weeks, measuring fibrosis of liver index, such as 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1, matrix-metalloproteinases-2, hydroxyproline etc.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Qiling Yigan granule are benefit to reducing the measuring index（P＝0.039，0.023，0.020), which
have the statistic meanings according to (P<0.05); The index of cirrhosis rat model continuing damaged by CCl4 and BSA has the tendency
to rise; Qiling Yigan granule and compound turtle shell soft liver piece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asured index. Conclusion:
Qiling Yigan granule plays a protecting role in the re-damaged rats.
【Keywords】 Qiling Yigan granule; Liver cirrhosis; Damage facto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03
肝硬化是由不同病因引起的慢性、弥漫性肝病，其发病机
制主要是炎症等刺激使肝星状细胞（HSC）的活化，导致细胞
外基质（ECM）合成增加，及基质金属蛋白酶及其组织抑制剂
分泌过多，使得 ECM 降解减少，肝纤维化形成，最终进展为
肝硬化的过程[1]。前期实验研究证明，芪苓益肝颗粒低剂量对
实验性大鼠肝纤维化有较好的治疗作用[2]，但该实验不能排除
终止损伤因素后肝脏的自身修复功能对肝硬化进程的影响。所
以本实验观察了在终止损伤和继续损伤条件下芪苓益肝颗粒
对实验性肝硬化大鼠的干预和保护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复方鳖甲软肝片，内蒙古福瑞中蒙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20101102；规格：0.5g/片，48 片/盒。
小牛血清白蛋白（BSA）
，购于 Hoffmann-La Roche 有限责
任公司，批号：738328，以液体石蜡配制成 1.2%的溶液。
四氯化碳（CCl4），购于北京化工厂，批号：080120，以
金龙鱼食用调和油配制成 20%的溶液。
ELISA 试剂盒由上海延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1.3 仪器设备
自动匀浆机，广州仪科实验技术有限公司，型号：
IKAULTRA-TURRAX T25digital；离心机，购于科大创新股份
有 限 公 司 中 佳 分 公 司 ， 编 号 ： KDC-1044 ； 生 化 分 析 仪 为

1.1 材料

MAGlumi-2000。

1.1.1 实验动物

1.1.4 动物分组

60 只 SD（Sprague-dawley）大鼠，雌雄各半，体重（100

60 只大鼠按雌雄各半，分为：正常对照组 8 只，其余为造

±10g）；购自北京协和医学院动物饲养中心（许可编号：scxk

模组。模型成功后大鼠随机分为实验一区，即终止 CCl4 及 BSA

京 2009-0004，动物合格证明：0209008）
。

注射；实验二区，持续每周一次 CCl4 及 BSA 同前剂量的注射。

1.1.2 实验药物及试剂

两区分别设模型对照组（下简称：模型组），复方鳖甲软肝片

芪苓益肝颗粒由山西省中医院制剂室提供，批号：
20110125；规格：15g/袋，10 袋/盒。

对照组（下简称：阳性对照组）和芪苓益肝颗粒治疗组（下简
称：芪苓益肝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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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3 统计方法

1.2.1 构建肝硬化模型

使用统计软件 SPSS 进行统计，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
[3]

本实验参考张云瑞 肝硬化大鼠造模方法，每周一次 20%
CCl4 食用油溶液（0.3ml/100g）腹腔注射，1.2%BSA 石蜡溶液
（0.2ml/100g）皮下注射。经 9 周造模成功，模型成功标准参

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
2

结

果

2.1 14 周后两区各组大鼠血清 TIMP-1、MMPS-2、Hyp 比较

照肝纤维化病理标准[4]。

见表 1。各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5）
。

1.2.2 灌胃干预治疗方法
第 10 周开始实验一、二区：芪苓益肝组给药剂量 100mg/100g

2.1.1 实验一区

阳性对照组给予复方鳖甲软肝片，给药剂量 100mg/100g。灌胃容

与模型组比较，芪苓益肝组、阳性对照组血清 TIMP-1、

积均按 2ml/100g/d。模型组及正常对照组均予等量蒸馏水灌胃。

MMPS-2、Hyp 水平均显著降低，差异有显著性（P<0.05）
；芪

1.2.3 检测指标

苓益肝组与阳性对照组比较，TIMP-1、MMPS-2、Hyp 均无统

全部试验大鼠 14 周末麻醉，下腔静脉采血，静置 10min
后使用离心机分离血清（2500 转/min，25min），检测 TIMP-1、

计学意义（P>0.05）
。
2.1.2 实验二区

MMPS-2、HyP（采用 ELISA 检测方法）
；取肝脏定位选取一部

与模型组比较，芪苓益肝组、阳性对照组血清 TIMP-1、

分称重，使用自动匀浆机进行匀浆，匀浆完成后，使用离心机

MMPS-2、HyP 水平均显著降低，有统计意义（P<0.05）
；芪苓

进行离心（按 3000 转/min，25min）
，取上清液检测肝纤维化

益肝组与阳性对照组比较，TIMP-1、MMPS-2、Hyp 均无显著

四项指标：PCIII、HA、LN、C-IV；病理观察：取部分肝脏，

差异（P>0.05）
。
实验二区与实验一区的各组比较，血清 TIMP-1、MMPS-2、

（一般厚度不超过 0.5cm）
，10%福尔马林固定，后进行组织切

Hyp 水平有升高趋势，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
。

片包埋脱蜡 HE 染色封固，观察病理结果。
表 1 14 周末大鼠血清 TIMP-1、MMPS-2、Hyp 检测比较（ x ± s ）

实验一区

实验二区

组别

例数（只）

TIMP-1（ng/υl）

MMPS-2（ng/υl）

HYP（ng/kg）

正常对照组

8

758.51±85.96

29.74±2.91

767.39±134.85

模型组

8

1013.45±335.21

44.30±3.89

975.96±371.24

阳性对照组

8

821.92±78.77*

37.98±4.94*

818.27±176.65*

芪苓益肝组

8

830.31±81.56*

38.72±6.03*

735.87±90.70*

模型组

8

1317.99±283.55

阳性对照组

8

895.47±46.39*

△

925.20±142.96

▽

1281.74±318.40

▽

955.28±161.65*

55.27±11.05
43.21±5.08*

▽

8

芪苓益肝组
*

▽

*▽

▽

▽

*▽

44.83±8.65

975.19±421.80

*▽

▽

注：与模型组比较 P<0.05；与阳性对照组间比较 P<0.05；区间比较 P<0.05。

2.2 14 周末两区各组肝组织匀浆纤维化四项指标比较

2.2.2 实验二区

2.2.1 实验一区

与模型组比较，芪苓益肝组、阳性对照组对 LN 改善不明

模型组与正常组比较 PCIII、HA、LN、C-IV 四项指标均

显，芪苓益肝组与阳性组比较 LN 亦无统计意义（P>0.05）
。

增高，芪苓益肝组、阳性对照组与模型组比较纤维化指标有降

实验二区各组纤维化指标较实验一区均呈上升趋势，有统

低趋势；芪苓益肝组与阳性对照组比较，在 HA 方面有统计学

计学意义（P<0.05）。实验二区在增加了损伤因素后，纤维化

差异（P<0.05）
。其余 PCIII、LN、C-IV 三项指标无统计学意

指标较一区升高，但治疗后仍然能降低，降低幅度不如实验一

义（P>0.05）
。

区。

表 2 14 周末各组大鼠纤维化指标检测比较（ x ± s ）

实验一区

实验二区

组别

例数

PCIII（ng/ml）

HA（ng/ml）

LN（ng/ml）

C-IV（ng/ml）

正常对照组

8

26.76±1.85*

48.14±42.00*

53.6±7.51*

25.54±2.73*

模型组

8

35.40±6.70

659.56±131.82

69.03±9.57

50.52±12.59

阳性对照组

8

30.50±4.05*

107.56±44.24*

49.84±7.32*

29.55±7.44*

芪苓益肝组

8

30.75±2.18*

398.88±56.12*

△

45.96±5.29*

27.04±3.19*

▽

78.49±8.19

▽

63.83±11.81

△▽

77.66±13.18*

36.84±7.84*

模型组

8

52.00±14.97

阳性对照组

8

40.42±9.77*

芪苓益肝组

▽

8

34.85±6.22

注：与模型组比较 P<0.05；与阳性对照组间比较△P<0.05；区间比较 P<0.05。
*

2.3 14 周末两区病理结果

▽

▽

△▽

848.86±265.60
172.79±76.35*

524.56±166.11

△▽

▽

65.93±27.16

▽

▽

▽

43.02±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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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部分肝脏汇管区大小正常，少部分汇管区轻度扩大，伴

实验一区

周围纤维化，偶见纤维间隔形成，肝小叶结构存在。可见肝细
胞脂肪变性，肝小叶内及汇管区均可见少量炎性细胞浸润，偶
见碎屑样坏死及点状坏死，未见假小叶形成，病理 G2S1 期。
纤维化程度与一区芪苓益肝组比较稍加重，与一、二区模型组
病理级别比较明显减轻。
模型组 HE 200X

芪苓益肝组 HE 200X

阳性组 HE 200X

实验性大鼠肝硬化模型终止损伤组与持续损伤组病理无
改变。

实验二区

3

结

论

本实验研究表明，芪苓益肝颗粒对持续损伤条件下的肝
硬化大鼠具有干预保护作用，其作用与复方鳖甲软肝片相
当。
模型组 HE 200X

芪苓益肝组 HE 200X

阳性组 HE 200X

2.3.1 实验一区
2.3.1.1 模型组

4

讨

论

肝硬化是由肝纤维化进展而来，在这一过程中 MMPS-2、
TIMP-I、Hyp 发挥着重要作用，三者在血清中表达的水平与

肝脏汇管区明显扩大，伴周围纤维化，广泛的纤维间隔形

肝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5-7]。肝纤维化四项指标，能够反映肝

成，肝小叶结构紊乱，可见假小叶形成，可见肝细胞肿胀及肝

纤维化的程度及活动情况，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多的检测肝纤

细胞脂肪变性，肝小叶内及汇管区均可见少量炎性细胞浸润，

维化的指标。本实验使用的四氯化碳是应用最早、最广泛的

可见碎屑样坏死及点灶状甚至桥接坏死。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肝纤维化诱导剂，它经肝脏代谢产生氧自由基，启动脂质过

肝纤维化程度明显，肝硬化形成，病理 G3S4。

氧化作用，直接破坏肝细胞，导致肝细胞的脂肪变性和坏死。

2.3.1.2 阳性对照组

小牛血清蛋白作为异种血清蛋白，其造成肝损伤的机制可能

肝脏汇管区轻度扩大，伴周围纤维化，偶见纤维间隔形成，

是 I 型变态反应及Ⅲ型变态反应[8]。王英凯[9]曾报道在停用造

肝小叶结构基本存在。可见肝细胞脂肪变性，肝小叶内及汇管

摸因素 2 周后，肝硬化模型鼠的病理可以逆转。本研究显示，

区均可见少量炎性细胞浸润，偶见碎屑样坏死及点灶状坏死。

实验一区与实验二区即终止损伤 5 周和持续损伤 5 周的实验

未见假小叶形成，病理 G2S1。与一、二区模型组比较纤维化

性肝硬化大鼠肝脏病理级别相当；未发现停止复合因素损伤 5

程度明显减轻。

周内的大鼠肝硬化模型出现病理逆转改变；实验一区结果表

2.3.1.3 芪苓益肝组

明，芪苓益肝组可抑制 MMPS-2、TMPS-1、Hyp 表达，降低

肝脏汇管区大小正常，少部分肝脏汇管区轻度扩大，伴周

肝硬化大鼠血清中 MMPS-2、TMPS-1、Hyp 水平；在降低肝

围纤维化，肝小叶结构存在。可见肝细胞脂肪变性，肝小叶内

组织匀浆 PCIII、HA、C-IV 和 LN 含量方面，较模型组有显

及汇管区均可见少量炎性细胞浸润，偶见碎屑样坏死及点状坏
死。未见假小叶形成，病理 G2S0-1。与一区模型组比较炎症
不明显，纤维化轻微。
2.3.2 实验二区
2.3.2.1 模型组
肝脏汇管区明显扩大，伴周围纤维化，广泛的纤维间隔形
成，肝小叶结构紊乱，可见假小叶形成，可见肝细胞肿胀及肝
细胞脂肪变性，肝小叶内及汇管区均可见少量至中量炎性细胞
浸润，可见碎屑样坏死及桥接坏死，病理 G3S4。与一区模型
组比较，肝纤维化程度相同。
2.3.2.2 阳性对照组
肝脏汇管区轻-中度扩大，伴周围纤维化，偶见纤维间隔形
成，肝小叶结构基本存在。可见肝细胞脂肪变性，肝小叶内及
汇管区均可见轻—中度炎性细胞浸润，可见碎屑样坏死及点灶

著差异；芪苓益肝组在实验性大鼠肝硬化病理级别改变包括
炎症、纤维化程度明显优于模型组，其中纤维间隔消失、假
小叶不存在也与模型组形成明显差别。实验二区提示各组肝
硬化病理持续存在，各组血清中 MMPS-2、TMPS-1、Hyp 及
肝组织匀浆纤维化指标水平增高；芪苓益肝组与模型组比较，
仍然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证明芪苓益肝颗粒对实验性大
鼠肝硬化肝脏具有保护作用。两区之间芪苓益肝组经数据分
析相较，反应了持续损伤因素会增加芪苓益肝颗粒干预、治
疗的难度，但仍有治疗作用；两组病理显示纤维化分期相近，
可能由于实验治疗时间短或肝脏再生能力受肝硬化影响[10]或
其他因素存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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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酮 II-A 磺酸钠对房颤大鼠模型心房肌细胞 Kv1.5 钾
通道表达影响的研究
The research of the tanshinone II-A sulfonate 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rat model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trial myocytes Kv1.5
刘维琴 1 杨 娟 2 李卫松 2
（1.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550001；2.贵阳中医学院，贵州 贵阳，550002）
中图分类号：R541.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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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BDG

【摘 要】 目的：观察丹参酮 II-A 磺酸钠对房颤大鼠心房肌细胞电重构及细胞膜钾离子通道的影响。方法：制备房颤动物
模型，荧光定量 PCR 技术测定心房肌细胞 Kv1.5 钾通道基因表达，HE 染色观察心房肌细胞超微结构变化。结果：丹参酮 II-A
磺酸钠、胺碘酮能明显改善房颤大鼠心房肌细胞钾通道 Kv1.5 基因表达减低水平（P<0.05）及心房肌细胞组织超微结构。结论：
丹参酮 II-A 磺酸钠能够通过改善房颤大鼠钾通道 Kv1.5 基因表达下调所引发的心房电重构，从而预防和治疗房颤。
【关键词】 丹参酮 II-A 磺酸钠；房颤；心房电重构；Kv1.5 钾通道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d the tanshinone II-A sulfonate atrial fibrillation rat atrial myocytes electrical remodeling and cell
membrane potassium ion channels. Methods: Prepara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nimal models, quantitative PCR determination of atrial
myocytes Kv1.5 potassium channel gene expression, HE staining atrial myocytes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Results: Tanshinone II-A
sulfonate, amiodaron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rial fibrillation rat atrial myocytes potassium channel Kv1.5 gene expression level reduction
(P<0.05) and atrial muscle cell ultrastructure. Conclusion: Tanshinone II-A sulfonate by improving atrial fibrillation rats potassium channel
Kv1.5 gene expression caused by atrial electrical remodeling cut 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Keywords】 Tanshinone II-A sulfonate; Atrial fibrillation; Atrial electrical remodeling; Kv1.5 potassium channe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04
心房纤颤（AF），简称房颤，是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
常，临床治疗效果不容乐观。研究表明，心房电重构（AER）

10×Buffer、DNaseI（5U/μL）、随机引物：TakaRa 公司；逆转
录酶：Invitrogen 公司；乙酰胆碱 Ach（Sigma）-氯化钙混合液：

在房颤的发生发展、维持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各种离子通道

Hyclone 公司生产；丹参酮 II-A 磺酸钠注射液：上海第一生化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则是心房电重构的病理基础。邓玉莲等 [1]

药业有限公司提供国药准字 H3102255；胺碘酮注射液：杭州

发现 Kv1.5 通道 mRNA 水平的下调可能是引发并维持 AF 患

赛诺菲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荧光定量 PCR 仪 Rotor-Gene

者 AER 的重要基础。本实验以丹参酮 II-A 磺酸钠作为药物，

RG-3000Real-TimeThermalCycler，Corbett Reseac h，Sydney，

检测其对 IKur 的阻断作用，并与胺碘酮对比，探讨房颤的防

Australia，凝胶呈像系统 Tanon2500：天能公司。

治机制。

1.2 实验动物

1

实验材料

1.1 主要材料
RNasin（RNA 酶抑制剂）
（40U/μL）
：Promega 公司；dNTP
（10mM）
、SYBRI、50×Calibration：Bio-Rad；HSExTaq 酶及

清洁级 SD 大鼠 50 只，雌雄并用，体重 250～300g，由贵
阳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2

实验方法

2.1 房颤大鼠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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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有筛选出来的 SD 大鼠取心脏，借鉴 Benardeau 等的心

清洁级健康 SD 大鼠 50 只，体重均在 250～300g 之间，雌
雄均可。随机分为 4 组，正常对照组、AF 模型组、丹参酮 II-A

房肌细胞培养方法进行心房肌细胞分离与培养[3]，备用。

磺酸钠治疗组、胺碘酮对照组，尾静脉注射氯化钙-乙酰胆碱混

2.4 HE 染色

合液，连续 7d[2]。停药后描记心电图，具有 P 波消失，代之为
小 f 波，频率约为 350～600 次/分特征的典型房颤心电图改变

观察心房肌细胞超微结构变化。
2.5 实验用药

者为 SD 大鼠房颤造模成功（见图 1、2）
。

将分离好的心房肌细胞再次分成 4 组给药：
①正常对照组：
正常大鼠心房肌细胞，同期不施加高频电刺激和药物干预；②
房颤模型组：按上述方案建房颤大鼠心房肌细胞后，同期不施
加药物干预；③丹参酮 II-A 磺酸钠治疗组：房颤大鼠心房肌细
胞置于含 0.25mg•L-1 丹参酮 II-A 磺酸钠的培养液中，于 37℃、
5%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h 后进行检测；④胺碘酮干预组：房颤
大鼠心房肌细胞置于浓度为 10μmol•L-1 的胺碘酮培养液中，于

图 1 正常大鼠心电图

37℃、5%CO2 的培养箱中培养 24h 后进行检测。
2.6 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正常心房肌细胞、房颤心房肌细胞及药物干预后细胞膜上
钾通道 Kv1.5 表达变化
采用 Trizol 一步法提取组织 RNA，测定各 RNA 样品的
D260、D280，并计算 RNA 浓度。将 RNA 反转录合成 cDNA，

图 2 典型房颤大鼠心电图

进行常规 PCR 反应，设计并合成引物，分别利用内参（GAPDH）

2.2 实验分组
造模成功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AF 模型组、丹参
酮 II-A 磺酸钠治疗组、胺碘酮对照组，由于过程中大鼠部分死
亡，平均每组入组 7 只。

引物和各指标引物进行常规 PCR 反应，以检验模板 cDNA 与
引物，再进行荧光定量 PCR 反应，计算每个样品中各指标相
对于 GAPDH 的相对百分含量。
2.6.1 引物设计与合成（见表 1）

2.3 SD 大鼠心房肌细胞分离和培养
表 1 引物设计与合成
Potassium channel, Kv 1.5
OLIGO

start len

LEFT PRIMER（左底漆）735

20

RIGHT PRIMER（右底漆）935

tm

gc%

59.97

55.00 3.00 0.00 agtgtcggtcctggtcattc

20

60.01

any

3' seq
引物序列

60.00 6.00 2.00 gccagtgtcctaggcaagag

SEQUENCE SIZE（系列大小）: 1809
INCLUDED REGION SIZE（区域大小）: 1809

基因长度

PRODUCT SIZE（产品尺寸）: 201, PAIR ANY COMPL: 4.00, PAIR 3' COMPL: 1.00

pcr 片段长度

GAPDH
OLIGO

start

LEFT PRIMER
RIGHT PRIMER

len

tm

gc%

any

3' seq

29

20

60.02

50.00 4.00 0.00 agacagccgcatcttcttgt

235

20

60.13

55.00 3.00 2.00 cttgccgtgggtagagtcat

引物序列

SEQUENCE SIZE: 1307
INCLUDED REGION SIZE: 1307

基因长度

PRODUCT SIZE: 207, PAIR ANY COMPL: 3.00, PAIR 3' COMPL: 0.00

pcr 片段长度

2.6.2 PCR 反应
去除基因组 DNA：①反应体系 20μL：0.1MDTT（二硫

录酶-0.5μL；③反应程序：25℃-10min，42℃-1h，52℃-15min，
70℃-15min，4℃-forever。④Real-timePCR（见①、②）
。

代苏糖醇）2μL，40U/uLRnasin（RNA 酶抑制剂）0.5μL，

2.7 指标测定

10mMdNTP1.0μL ， RandomPrimer （随机 引物）1.0μL ，5 ×

2.7.1 心房肌细胞钾通道基因表达的测定

1stStrandBuffer（缓冲区）4.0μL，5U/uLDnase（DNA 酶）1.0μL，

在总 RNA 纯度测定结果的基础上，再次将每组分别进行

RNA10.5μL。②反应程序：37℃-30min；75℃-10min。③逆转录：

3 个样本的检测。用荧光 PCR 方法测定钾通道 Kv1.5mRNA

①立即冰浴 5min；②加入 40U/ulRNasin-0.5μL，200U/μL 逆转

表 达 ， 并 对 荧 光 PCR 产 物 进 行 琼 脂 糖 凝 胶 电 泳 ； 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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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v1.5mRNA 每百万看家基因的含量比值（即每组间的平均表

减标准差（ x ± s ）表示，取 95%置信区间，组间比较采用 t

达量）进行组间比较，并以此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表 5、

检验采取双尾，异方差（a）或等方差（b），方差检验显著阈

图 4）。

值为 0.05。

2.7.2 心房肌细胞超微结构的观察

4

取各组大鼠心房肌细胞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各段 SD 大鼠

4.1 总 RNA 纯度测定的结果

心房肌细胞组织超微结构变化，并拍片，结果见图 5。
3

实验结果

取 4μL 总 RNA 稀 释 100 倍 ， 用 紫 外 分 光 光 度 仪 测

统计学处理

OD260/OD280 的比值。所有标本该比值均介于 1.6～2.0 之间，结
果见表 2，其 RNA 电泳图见图 3。

采用 Excel 和 SPSS11.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均用均数加
表 2 RNA 纯度值测定
No.

OD260

OD280

Ratio

正常对照组 1

0.548

0.334

1.64

Conc（μg/μL）
0.4

正常对照组 2

0.38

0.23

1.65

0.3

正常对照组 3

0.798

0.484

1.64

0.6

房颤模型组 1

0.359

0.217

1.65

0.28

房颤模型组 2

0.34

0.211

1.61

0.27

房颤模型组 3

0.286

0.175

1.63

0.22

丹参酮 IIA 磺酸钠治疗组 1

0.763

0.445

1.71

0.6

丹参酮 IIA 磺酸钠治疗组 2

0.345

0.207

1.66

0.26

丹参酮 IIA 磺酸钠治疗组 3

0.242

0.151

1.6

0.51

胺碘酮干预组 1

0.441

0.273

1.61

0.35

胺碘酮干预组 2

0.455

0.282

1.61

0.38

胺碘酮干预组 3

0.287

0.171

1.67

0.41

注：上述表格说明各组大鼠心房肌细胞总 RNA 的稳定性，可以用来进行荧光 PCR 检测。

平均表达量
2.50E+04
2.00E+04
1.50E+04
1.00E+04
5.00E+03

预
组
酮
干

钠
治
酮
Ⅱ
A磺
酸
丹
参

房

胺
碘

组
颤
模
型

组
常
对
照
正

疗
组

0.00E+00

图 4 平均表达量

由表 3、图 4 可见，AF 模型组心房肌细胞膜钾通道 Kv1.5
基因表达显著减少，P<0.05，有统计学意义；与模型组比较，
丹参酮 II-A 磺酸钠治疗组和胺碘酮对照组 Kv1.5 基因表达逐渐

图 3 RNA 电泳图

上升，P<0.05，有统计学意义；丹参酮 II-A 磺酸钠治疗组和胺

注：电泳图从上往下是 23SRNSRNAA18SRNA5，每道都有条带，说明 RNA

碘酮对照组比较，西药组优于中药组（P<0.05）
。

是完整的，可以逆转成 cDNA 然后做荧光定量。

4.3 显微镜下心房肌细胞超微结构观察的结果及图片（结果见

4.2 荧光 PCR 技术测定钾通道 Kv1.5mRNA 表达水平

图 5～8）

表 3 各实验组心房肌细胞膜钾通道 Kv1.5 基因平均表达量
平均表达量

SD

正常对照组

1.68E＋04

5924.339779

3420.419166

房颤模型组

7.53E＋02

65.44170308

37.78278489

2.64E＋03

2825.635935

1631.381668

8.43E＋03

1730.565149

999.1422546

丹参酮ⅡA 磺
酸钠治疗组
胺碘酮干预组

Standard error of mean

图 5 SD 大鼠正常心房肌细胞

图 6 SD 大鼠房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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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正常组细胞超微结构：心房肌细胞形态规则，细

望能够较好的减轻患者单纯运用胺碘酮治疗房颤时所带来毒

胞内肌丝丰富，排列规则，线粒体形态规则（×5000 倍镜下观

副作用，对房颤的预防与治疗有着广阔的前景，并必将作为治

察）
。

疗 AF 新的抗心律失常药物而被瞩目。

图 6 中，房颤模型组细胞超微结构：细胞损害严重，细
胞肿胀，数量减少，形态不规则，大小不一，部分破裂，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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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脑清神汤治疗脑外伤后抑郁型精神障碍 120 例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120 cases of depressive mental disorders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ith the decoction of Xingnao Qingshen
王振伟 1 崔 骞 2 冀志芹 1
（1.青州市人民医院，山东 青州，262500；2.青州市中医院，山东 青州，2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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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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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醒脑清神汤治疗脑外伤后抑郁型精神障碍临床疗效。方法：将纳入标准的 120 例脑外伤后抑郁型精神
障碍患者，口服醒脑清神汤 3 个月后对病人治疗前后的定向能力、记忆能力、计算能力、语言能力、命令服从及 HDS 分项等项目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临床症状：显效 66.67%，有效 28.33%，无效 3.33%，总有效率 95%；脑电地形图的改善情况：明显改善
46.67%，改善 50%，无效 3.33%，总有效率 96.67%；SPECT 情况：明显改善 50.83%，改善 46.64%，无效 2.5%，总有效率 97.50%；
HDS 积分由治疗前的（15.3±4.8）提高到治疗后的（23.8±5.2），治疗前后有显著性差异。结论：醒脑清神汤在改善脑外伤后抑
郁型精神障碍患者临床症状和脑电图方面具有明显作用，在研究期间使用安全可靠，值得进一步研究和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醒脑清神汤；脑外伤；精神障碍；抑郁；中医药疗法；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Xingnao Qingshen decoction. Methods: To select 120 patients treated
with the Xingnao Qingshen decoction for three months, orientation, memory, numeracy, language ability, command obedience and HDS
breakdown project of patients were record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Clinical symptoms: Effective
66.67%, little effective 28.33%, invalid 3.33%, the total efficiency for 95%.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brain electrical activity mapping: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o 46.67%, an improvement of 50%, ineffective, 3.33%,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96.67%; SPEC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50.83%, an improvement of 46.64%, an invalid of 2.5%,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97.50%; HDS integral pre-treatment of
(15.3±4.8) to (23.8±5.2) after,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Xingnao Qingshen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e depressive mental disorders after traumatis brain injury.
【Keywords】 The Xingnao Qingshen decocti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ntal disorders; Depression; TCM therapy;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05
颅脑外伤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颅脑外

参照《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法与诊断标准》[1]，对外伤后

伤的常见并发症，常表现为精神抑郁，落落寡欢，反应迟钝，

出现智力低下的患者，即具有典型的精神障碍症状，记忆力、

记忆力、注意力、定向力障碍等智力减退，可延缓神经功能恢

定向力、计算力障碍，出现明显的情绪变化和人格障碍等，经

复，加重认知功能障碍，使致残率、病死率上升。目前中西医

长谷川智能量表（HDS）测查，根据其受教育程度采取不同的

尚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法，笔者自 2009 年 1 月～2012 年 3 月在

界限中学或中学以上文化组<24 分，小学组<20 分，文盲组<16

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自拟醒脑清神汤治疗脑外伤性抑郁精神

分者，作为外伤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

障碍 120 例，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现总结报告如下。

1.3 纳入标准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120 例患者均于 2009 年 1 月～2012 年 3 月在我院就诊的
病人，其中男 95 例，女 25 例，年龄最大的 76 岁，最小的 8
岁，脑挫裂伤 23 例，脑挫裂伤并脑内内血肿 69 例，硬膜下血

①有头部外伤病史；②在病情稳定并恢复、意识开始神情
呆滞，精神抑郁，落落寡欢，反应迟缓，少语懒言，记忆力下
降，计算能力或定向能力障碍，伴有头痛、头晕、腰膝酸软，
全身乏力，畏寒肢冷，食少纳呆，舌淡脉弱等表现。
1.4 排除标准
①合并有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中毒或有代谢障碍史患者；

肿 20 例，硬膜外血肿并脑挫裂伤 8 例；损伤在一侧额叶的 54

②既往有脑卒中史及再发脑外伤患者；③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疾

例，两侧额叶的 24 例，额颞部 23 例，颞顶部 19 例。所有病

病家族史、智能障碍史患者；④脑外伤后持续昏迷或植物状态

人均经过颅脑 CT 检查确诊。经手术治疗 106 例。病程最短者

患者。

20d，最长者 3 年，平均（1.2±0.6）年，长谷川精神障碍量表

1.5 治疗方法

（HDS）平均积分为（15.3±4.8）分。
1.2 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均服用醒脑清神汤，1 剂/d，3 次/d，连续服用 3
个月后进行疗效观察；治疗期间停用其他促智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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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组成：人参 10g，白术 10g，黄芪 10g，熟地 10g，当
归 20g，枸杞子 20g，桃仁 12g，红花 10g，川芎 9g，半夏 15g，
蒲 10g，炒枣仁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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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认为严重的颅脑外伤多出现气血两伤，甚至气虚阳
脱。气为阳，血为阴，阴阳互根，故病人均有气血阴阳亏虚。

1.6 观察指标
观察病人治疗前后的定向能力、记忆能力、计算能力、语
言能力、命令服从及 HDS 分项等。所有病人，用药前均行脑
电地形图检查和 SPECT 检查，用药 3 个月后均行脑电地形图
及 SPECT 复查。

外伤使气机淤滞。气为血之帅，气滞则血瘀，气结则血凝，脉
管不利，血行不畅，以至脉阻血瘀而影响气血等营养物质对机
体的供应，脏腑失养，功能虚衰。故有畏寒肢冷，食少纳呆，
舌淡脉弱等表现。脾虚则水湿不化，痰浊内生，上蒙清窍，故
病人神情抑郁，反应迟缓，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定向

1.7 评定标准

力不完整。肾主骨生髓，髓生脑，脑为髓海，互相滋生，互相

1.7.1 临床表现的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中相关疗效标准拟定：
显效：主要症状基本恢复，神志清醒，定向力完整，回答正确，
反应灵敏，能进行一般的社会交往；有效：主要症状有所减轻，
或部分消失，回答基本正确，但反应迟缓，智力人格仍有障碍；
无效：主要症状无改变或加重，回答问题不正确，神情呆滞。
1.7.2 SPECT 的疗效判定标准
经治疗后 SPECT 显示放射性分布不均匀区较用药前减少
50%为明显改善；放射性分布不均匀区较用药前减少 20%～50%
为改善；放射性分布不均匀区较用药前减少 20%以下的为无效。
1.7.3 脑电地形图疗效判定标准
经治疗后，脑电地形图局灶或广泛性慢波较前减少 50%，两
侧图形基本对称为明显改善；局灶或广泛性慢波较前减少 20%～
50%且左右图形较用药前对称为改善；局灶或广泛性慢波较前减
少 20%以下且左右图形的对称性较用药前无明显变化的为无效。
2

3

治疗结果

暗耗。外力使脑髓震损，肾阴暗耗，肾不生髓而是髓海空虚，
故病人腰膝酸软，全身乏力，四肢不温。
总之，脑外伤性精神障碍，为气滞血瘀脉阻，脾肾虚衰
所致，治宜健脾补肾，活血通脉，化痰利湿，醒神开窍。方
中人参、白术健脾益气，重用黄芪益气培元，使气随血行，
气得血配而行则促气血化生之源，以大补元气，宁神益智；
熟地、枸杞子滋肾益脑，填精生髓，荣养脏腑，促进脏腑功
能的恢复。以上五味药为健脾补肾，填精生髓益脑之品，为
君药；桃仁、红花、川芎活血化淤通脉为臣药；半夏、菖蒲
化瘀涤痰，通利血脉，开窍宁神为佐使之品。诸药合用，共
奏补肾健脾，填精生髓，益气养血，益阴和阳，除痰宁神，
活血化淤通脉之功效，使元充血盈，髓海得满，神明得复，
愚去聪来。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脑外伤性精神障碍主要是由于严重
的脑外伤导致脑器质性病变所致，这在脑 CT 上表现为不同
程度的脑萎缩、脑室穿通畸形、脑室扩大、脑实质内低密度
灶及脑电地形图、SPECT 有异常可以得到证明。其表现为脑

2.1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统计分析

皮层功能障碍以及脑局部或广泛的脑血流或代谢障碍。外伤

见表 1。

性精神障碍的病人，脑电地形图表现为局灶的或广泛的慢波

表 1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n，%）

即 Q 波或 δ 波，或左右两侧半球脑电地形图的不对称。这表
明了脑皮层神经细胞活动的功能异常。而服用醒脑清神汤后，

疗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n

80

34

6

114

患者病理波的减少以及对称性的恢复说明该药能促进脑皮层

有效率

66.67

28.33

5

95

功能的恢复。外伤性精神障碍病人 SPECT 表现为大脑皮层内
放射性分布不均匀，成单个的或多发性片状放射性减低灶。

2.2 治疗前后 HDS 积分变化情况统计分析
HDS 积分由治疗前的（15.3±4.8）提高到治疗后的（23.8±
5.2）
，治疗前后有显著性差异。

这是由于脑皮层内局灶的或广泛的血流障碍或代谢减低所
致，而服用醒脑清神汤治疗后，SPECT 放射性减低区范围的
缩小，则证明醒脑清神汤具有改善脑血流及增强脑代谢的作

2.3 脑电地形图改善情况统计分析

用。

见表 2。

经临床观察表明，醒脑清神汤对外伤性精神障碍有明显的
促智作用。

表 2 脑电地形图改善情况统计分析表（n，%）
疗效

明显改善

改善

无效

总有效

n

56

60

4

116

有效率

46.67

50

3.33

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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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87-88

2.4 治疗后 SPECT 的改善情况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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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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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治疗后 SPECT 的改善情况统计分析表（n，%）

作者简介：

疗效

明显改善

改善

无效

总有效

n

61

56

3

117

有效率

50.83

46.64

2.5

97.50

王振伟（1962-），男，山东青州人，本科学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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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坐浴联合肛门直肠旋磁红外治疗肛窦炎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the anal cryptitis with TCM demibain and
gyromagnet infrared therapy in the rectum
孙光军 任建平 郑 勇
（武汉市中医院，湖北 武汉，430014）
中图分类号：R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16-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坐浴联合旋磁红外治疗肛窦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50 例肛窦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25
例，采用中药坐浴联合旋磁红外治疗；对照组 25 例，采用中药坐浴，并口服盐酸左氧氟沙星；7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
结果：观察组有效率（96.0%）明显高于对照组（72.0%）
， P<0.05；观察组各相应症状及体征缓解所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
有显著差异性。结论：中药坐浴联合肛门直肠旋磁红外治疗肛窦炎疗效肯定，两者联合使用可以提高疗效，缩短疗程。
【关键词】 肛窦炎；红藤银花煎；坐浴；旋磁红外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demibain combined with gyromagnet infrared therapy on anal
cryptitis. Methods: 5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5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CM demibain
treatment and orally taken Levofloxaci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demibain combined with gyromagnet infrared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6.0%,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2.0%. Conclusion: TCM
demibain combined with gyromagnet infrared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anal cryptitis.
【Keywords】 Anal cryptitis; Hongteng Yinhua decoction; Demibain; Gyromagnet infrared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06
肛窦炎又称肛隐窝炎，是肛窦、肛门瓣发生的急、慢性炎
症性疾病，其特点是肛门部不适和肛门潮湿，有分泌物。肛窦

出。排除可引起上述症状体征的其他肛周疾病（如肛瘘、肛周
脓肿、直肠粘膜内脱垂等）及有严重心血管疾病、精神病、癫

炎是许多肛肠病原始的感染病灶，临床研究表明，约有 85%的
肛门直肠病变与肛窦炎有关[1]，因此在临床上积极治疗肛窦炎

痫患者。
1.3 统计方法

有重要的意义。笔者采用治疗肛门炎性疾病的外洗方红藤银花
煎坐浴联合肛门直肠旋磁红外治疗肛窦炎，在临床上取得了满

计量配对资料均数的显著性检验用 t 检验，分类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统计所得 P 值<0.05 将被认为在统计学上有差别，P

意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值<0.01 将被认为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别。所有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将从 2010 年 11 月～2012 年 1 月在我院就诊的 50 例确诊

2

治疗方法

2.1 观察组

的肛窦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25 例，年
龄最大者 75 岁，最小者 18 岁，平均年龄 42.15 岁；男性患者

红藤银花煎坐浴联合肛门直肠红外线磁疗治疗。坐浴方红
藤银花煎：红藤 30g，银花 20g，苦参 20g，黄柏 20g，枯矾 20g，

12 例，女性患者 13 例；病程最长者 21 年，最短者 10d，平均
病程 1.42 年。对照组：25 例，年龄最大者 73 岁，最小者 18

五倍子 20g，赤芍 20g，牡丹皮 20g，白鲜皮 20g，威灵仙 20g。
将上药加水 2000～3000ml，煎取药液 1000ml，先熏肛门部，

岁，平均年龄 42.18 岁；男性患者 11 例，女性患者 14 例；病
程最长者 23 年，最短者 15d，平均病程 1.52 年。两组性别、

待降温至合适时坐浴 20～30min，在坐浴的同时可配合做提肛
运动，1 剂/d，坐浴 1 次，坐浴后行肛门直肠旋磁红外治疗。

年龄、病程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
可比性。

旋磁红外治疗操作方法：（仪器采用郑州赛福特电子设备有限
公司生产的 LG2000 型红外低频综合治疗仪）首先向患者讲解

1.2 病例选择标准
参照第六版《中医外科学》[2]有关肛窦炎的诊断标准制定。

治疗过程，治疗前排空大小便，患者取屈膝侧卧位，将治疗头
套上安全套，涂适量润滑剂，沿肛门纵轴方向插入 5～7cm，

采取临床症状、肛门指检及肛门镜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内
容如下：①临床表现：肛门坠胀、灼热、疼痛或便时肛门疼痛，

以胶布适当固定，防止治疗头滑出。将旋磁震动按摩及温度设
置最低档，定时 20min，开启电源，再根据患者耐受程度适当

有异物感，肛门潮湿、粪便带少量粘液。（具有一项或多项）
②指诊：肛门口紧缩感，肛隐窝发生炎症处有明显压痛、硬结

调节旋磁震动按摩强度及温度，1 次/d。
2.2 对照组

或凹陷，或可触及肿大、压痛的肛乳头。③肛门镜检：病变肛
窦充血、水肿，色泽发暗，有分泌物流出，或（和）伴肛乳头

红藤银花煎坐浴治疗并口服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治疗。坐
浴方及使用方法同治疗组，并口服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江苏

肥大。④探针探查：探查肛隐窝时，肛隐窝变深，并有脓液排

祥瑞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0065616）0.2g/次，3 次/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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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疗程
两组均以 7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并要求患者

加重炎症，形成恶性循环，给治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另外由
于炎症刺激肛门括约肌，引起括约肌痉挛，使肛门局部缺血，

详细记录每日症状改善情况及生活饮食情况。

影响炎症的吸收、消散。患者感到肛门坠胀、灼痛，有异物感，
甚者向肛周其他部位放射，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由于炎性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参照《中西医临床肛肠病学》[3]有关肛窦炎疗效标准拟定。
具体内容如下：①痊愈：临床症状全部消失，肛镜检查肛窦恢
复正常；②有效：经治疗后临床症状或体征部分消失和减轻，
无分泌物或分泌物减少，肛检肛窦充血减轻，分泌物减少，压
痛减轻；③无效：症状、体征均无明显变化。
3.2 治疗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25

21

3

1

96.0

对照组

25

12

6

7

72.0

3.3 两组有效病人相应主要症状及体征缓解所需时间比较（见
表 2 症状及体征缓解所需时间比较（ x ± s ）（d）
症状

观察组

对照组

P值

肛门坠胀

9.76±3.08

17.42±3.05

<0.05

肛门疼痛

9.15±2.95

16.12±3.55

<0.05
<0.05

肛门灼热

10.57±2.82

17.41±3.48

11.17±3.22

17.33±3.15

肛窦充血水肿

8.45±3.15

14.08±3.12

<0.05
<0.05

注：P<0.05，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性。

4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49 岁。初诊主诉：肛门坠胀，排便时肛门灼

痛，便后不尽感 2 年余，肛门偶有异常分泌物，易染内裤，灼
热瘙痒不适，遇热或劳累时加重，常以冷水或冰水敷肛门部则
感舒服，曾在多家医院求治，口服消炎药或用消炎栓塞肛，时
轻时中，但一直未痊愈。肛检：距肛缘 2cm 处肛周皮肤潮红，
皮纹较深。指诊示：肛门紧缩，肛内广泛触痛。肛镜下见：肛
隐窝充血水肿，以截石位 5、7 点处为甚，齿线红肿，7 点肛乳
头肥大约 0.3cm，色白，用探针可于 5、7 点隐窝处探入 1cm
左右，疼痛较剧。诊断为“肛窦炎”
。治以红藤银花煎坐浴，1
剂/d，水煎取汁约 1000ml，先熏肛门部，待水温降至合适时坐
浴 20～30min，在坐浴的同时配合做提肛运动，坐浴后行肛门
直肠旋磁红外治疗。连续治疗 1 周，则症状消失，专科检查均
正常，达到临床治愈。两周后随访未见复发。
5

讨

肿，如治疗不及时，还可形成肛瘘。由于肛窦的解剖学特点，
抗生素不易进入肛腺腺体内，一般的西药治疗，临床效果不佳。
旋磁红外治疗头径向震动进行肛管按摩，可缓解括约肌痉
挛，有效减轻肛门疼痛，同时产生的磁场对肛周植物神经和经
络有很好的调节作用。远红外热疗可提高局部组织温度，扩张
血管，使病变部位药物浓度明显增加，从而更好的发挥其药理
作用。在按摩、磁疗和药物的作用下，病变部位血管扩张，循
环血量增加，局部血药浓度及氧含量、营养成分、抗体、白细
胞供应量增加，加速了局部毒性物质的清除，使病灶局部的营
养和代谢增加，利于损伤组织的修复，促进炎症的消退，更有
效的消炎、止痛[4]。
祖国医学认为，肛窦炎多因饮食不节，过食醇酒厚味和辛
辣等刺激性食物所致，或因泻泄和痢疾等湿热之邪下注肛门，
或因肠燥便秘、虫积骚扰，以致肛门破损、感染而成。其病机

表 2）

肛门异物感

分泌物的排出，肛门潮湿，有利于细菌生长，可引起肛门湿疹
或肛门瘙痒症。甚则炎症进一步加重和扩散，又可引起肛周脓

论

肛窦是由肛门瓣与直肠柱之间的肠壁粘膜形成开口向上
的袋状间隙，粪便和杂质很容易积存在肛窦里，同时也很容易
被硬的粪块擦伤及感染，以及肛窦所处的多种致病菌高密度存
在的环境条件，很容易造成肛窦炎性改变，局部充血水肿、阻
塞，使肛腺在正常状态下分泌出来的液体不能顺畅排出，滞留
于腺体导管中，从而使肛腺导管堵塞、肿胀，受到细菌感染时，
分泌物不易被清除，为细菌的生长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

为湿热淤阻，毒邪集聚不散。治疗关键在于清热除湿、活血化
淤。根据本病的发病机制，笔者自拟中药方红藤银花煎坐浴，
方中红藤、银花清热解毒、消肿止痛；苦参、黄柏、枯矾、五
倍子收敛燥湿，散结杀虫；白鲜皮、威灵仙祛风通络，燥湿解
毒；兼以赤芍、牡丹皮活血化瘀。全方共具清热除湿、活血化
淤、通络止痛之功，使下焦湿热、瘀血得除，气血通畅，诸症
自除。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红藤、金银花等清热解毒药具有
明显广谱抗菌作用，能抑制杀灭病原微生物，减轻炎症反应；
苦参、黄柏、枯矾、五倍子、白鲜皮、威灵仙、赤芍、牡丹皮
能消炎、抗纤维化、改善微循环、减少炎性分泌，促进炎症的
吸收及包块的消散。中药坐浴局部治疗，可以使药力直接到达
病灶区，还可借助药物的温度，对局部有物理性的热疗作用，
有利于肛门部的血液循环。
通过临床观察红藤银花煎坐浴配合肛门直肠旋磁红外治
疗肛窦炎方面，在疗效及疗程上均优于口服抗生素配合中药坐
浴的对照组。证明红藤银花煎坐浴配合肛门直肠旋磁红外治疗
肛窦炎疗效肯定，同时是一种临床实用性强，见效较快，疗效
稳定，易操作，患者容易接受的治疗肛窦炎的方法，值得临床
推广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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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国栋,寇玉明.中西医临床肛肠病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113-116
[4]彭文,张瑛,等.马应龙麝香痔疮膏结合肛肠内腔治疗仪治疗肛窦炎 240 例
疗效观察[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6(12):1056-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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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饮子加减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
障碍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he modified Dihuang Yinzi with th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treating balance dysfunction of stroke patients
刘 娇 1 冯晓东 2
（1.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8；2.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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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地黄饮子加减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50 例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个 25 例，治疗组采用地黄饮子加减配合康复训练，对照组单纯性康复训练，评定疗效。结果：地黄饮子加减
配合康复训练组在三级平衡分级比较，Berg 评分，FIM 评分上均优于单独康复训练组，经统计学处理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地黄饮子加减配合康复训练，单纯康复训练治疗卒中平衡障碍均有疗效，地黄饮子加减配合康复训练疗效优于
单纯进行康复训练。
【关键词】 地黄饮子加减；康复训练；脑卒中；平衡障碍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modified Dihuang Yinzi with th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treating
the stroke patients who have the dysfunction of balance. Methods: 5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5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modified Dihuang Yinzi with th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Results: Comparing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3 balance
comparison, Berg score and grading FIM scores (P<0.05). Conclusion: The modified Dihuang Yinzi with the rehabilitation on training
balance dysfunction of stroke patients was effective.
【Keywords】 The modified Dihuang Yinzi;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Stroke; Balance dysfun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07
1

引

言

平衡（Balance）是指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下维持身体直立
姿势的能力。平衡是人体保持姿势与体位，完成各项日常生活
活动，尤其是各种转移动作、行走及跑、跳等复杂运动的基本
保证[1]。平衡功能障碍是脑卒中后偏瘫病人常见的临床症状之
一，严重影响着患者肢体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提高。以往国
内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医药治疗脑卒中后运动障碍、言语障碍、
认知障碍有不少报道，但对心理障碍、平衡障碍、运动控制障
碍等报道相对较少。笔者采用地黄饮子加减配合康复训练治疗
脑卒中后平衡障碍，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平衡能力，提高患者
下肢功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现报告如下。
2

对象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疗效评定标准》中风的诊疗标准进行诊断。主症：偏瘫、神识
昏蒙，言语謇涩或不语，偏身感觉异常，口舌歪斜。次症：头
痛，眩晕，瞳神变化，饮水发呛，目偏不瞬，共济失调。急性
起病，发病前多有诱因，常有先兆症状。②发病年龄多在 40
岁以上。③具备 2 个主症以上，或 1 个主症 2 个次症，结合起
病、诱因、先兆症状、年龄即可确诊；不具备上述条件，结合
影像学检查结果亦可确诊。④疾病分期标准：发病 2 周～6 个
月。
2.2.2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
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中脑出血、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性脑梗
塞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2.3 纳入标准
①符合 1995 年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

50 例患者均来自 2010 年 7 月～2011 年 6 月河南中医学院

修订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中脑梗死和脑出血的诊断

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住院的患者，随机分为地黄饮子加减配

标准；中医诊断标准参照 1996 年 1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

合康复训练组 25 例和对照组 25 例，50 例患者中男 30 例，女

急症协作组公布的《中风病诊断和疗效评定标准》；②年龄在

20 例，年龄 35～78 岁，平均（53.66±11.09）岁，病程 2 周～

30～80 岁，病程不超过 6 个月；③中风后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6 个月，脑出血 19 例，脑梗塞 31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经统

且经过三级平衡分级，Berg 评分和 FIM 评分，确有平衡功能

计学分析无显著差异。

障碍。

2.2 诊断标准

2.4 排除标准

2.2.1 中风病中医诊断标准
①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5 年制定的《中风病诊断与

病情危重或急性期病情尚未稳定，伴有意识障碍或严重的
认知功能障碍者。合并有严重心血管疾病、肝、肾和造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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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原发疾病，或精神病患者；凡不符合纳入标准，未按规定
治疗，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和安全性判断者。
2.5 治疗方法与评价标准

3

结

果

表 1 两组治疗后三级平衡分级比较

2.5.1 治疗方法

三级平衡分级

对照组

治疗组

0

0

9

1

3

2

2

19

10

3

3

13

两组患者均采用系统康复治疗：坐位平衡训练、跪位平衡
训练、坐位站起平衡训练和立位平衡训练。治疗组除上述常规
康复治疗外增加地黄饮子辨证治疗。主方：熟地黄 15g、巴戟
天（去心）9g，山茱萸 9g，石斛 9g，肉苁蓉 9g，五味子 6g，

注：Zc＝3.534，P＝0.000<0.05，二组患者治疗后三级平衡分级差异有统计

官桂 6g，茯苓 6g，麦冬 6g，炮附子 5g，薄荷 3g，生姜 5 片，

学意义。

大枣 1 枚，若肝阳暴亢加天麻、钩藤，若风痰阻络加陈皮、半
夏、天南星，熟地改为 6g，若痰热腑实加全瓜蒌、生大黄、芒

表 2 对照组治疗前、后三级平衡分级比较

硝，熟地改为 6g，若气虚血瘀加当归、川芎、黄芪、桃仁、地

三级平衡分级

疗前

疗后

0

2

0

1

4

3

2

16

19

3

3

3

龙、红花，若阴虚风动[2]可加地骨皮、桑枝。1 付/d，水煎服，
早晚分服，7d 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
2.5.2 监测指标
三级平衡分为：0 级无静态平衡（不能独立坐位维持）
，1
级静态平衡、2 级自动态平衡、3 级他动态平衡。

注：Zc＝2.245，P＝0.000<0.05，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三级平衡分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5.3 Berg 平衡量表
选择坐位、起立、站立、转身和单脚站立等 14 个动作对

表 3 治疗组治疗前、后三级平衡分级比较
三级平衡分级

疗前

疗后

0

3

0

1

3

3

分为 56 分。得分越高，反映平衡功能越好。

2

16

19

2.5.4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3

3

3

被试者进行评定，每个动作又依据被测试者的完成质量分为
0～4 分，予以记分，最低分为 0 分，最高分为 4 分，累计最高

采用功能独立性测量（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ment，
FIM）评定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注：Zc＝2.572，P＝0.01<0.05，治疗组患者治疗前后三级平衡分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6 统计学分析
研究所得数据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治疗组和对照组治

表 4 两组治疗前后 Berg 评分（单位：分）

疗前 Berg 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 Berg 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组

23.08±8.03

38.24±11.28

9.759

0.000

对照组

22.16±7.59

33.02±9.55

11.302

0.000

评定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前后 Berg

注：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 t＝9.759，P＝0.000<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t＝

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将所得数

11.302，P＝0.000<0.05，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

据输入 SPSS13.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与对照组疗前比较 t＝0.185，P＝0.729>0.05，基线资料没有差异，治疗组
与对照组疗后比较 t＝9.759，P＝0.00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5 两组治疗前后 FIM 评分（单位：分）
治疗后

t

P

组别

治疗前

治疗组

31.86±1.99

79.14±8.20

26.376

0.000

对照组

33.56±8.27

66.12±17.16

20.716

0.000

注：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 t＝26.376，P＝0.000<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t＝20.716，P＝0.000<0.05，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与对照组
疗前比较 t＝1.905，P＝0.063>0.05，基线资料没有差异，治疗组与对照组疗后比较 t＝5.443，P＝0.00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讨

论

衰，痰浊上犯之喑痱，症见舌强不能言，足废不能用，口干不

中医学认为中风的病位在脑，而肾又主骨生髓，髓充脑，
又由于肾藏真阴、主水、主温煦，所以，肾虚真阴亏乏则风动、
肾失主水则痰生、肾失温煦则成瘀，所以，肾虚是中风发病的
根本，肾虚痰瘀是中风病的基本病机，补肾活血化痰法是治疗
[3-5]

中风的根本大法

。中风后平衡功能障碍属于震颤、身振摇范

畴，其病机可参照中风之病机辨证论治。地黄饮子出自《黄帝
素问宣明论》，功能滋肾阴，补肾阳，开窍化痰。主治下元虚

欲饮。
《素问·脉解》云：
“内夺而厥，则为喑痱，此肾虚也。”
本方所主症候是因下元虚衰，虚阳上浮，痰浊上犯，阻塞窍道
所致，治疗应温补下元，摄纳浮阳，开窍化痰。方中熟地、山
萸肉滋补肾阴，肉苁蓉、巴戟天温补肾阳，附子、肉桂补肾阳
且吸纳浮阳，麦冬、石斛、五味子滋阴敛液，茯苓开窍化痰交
通心肾，大枣、生姜、薄荷调和营卫，诸药合用，上下并治，
（下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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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智颗粒联合维生素 B1 对慢性酒精中毒性脑病 MMSE
的影响
The effect of the Tianzhi granules plus Vitamin B1 on treating the MMSE of the
chronic alcoholism encephalopathy
李 响 孙远征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9）
中图分类号：R5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20-02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采用中成药天智颗粒结合维生素 B1 联合疗法治疗慢性酒精中毒性脑病，观察治疗后对患者 MMSE 量表的
影响，探讨治疗慢性酒精中毒性脑病的新方法。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方法，将 32 例慢性酒精中毒性脑病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 18 例和对照组 14 例。治疗组采用天智颗粒与维生素 B1 联合治疗，对照组采用维生素 B1 单独肌肉注射治疗，按规定剂量
治疗 90d。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进行临床疗效评定和 MMSE 量表评分。结果：治疗后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 94.44%，对
照组为 78.57%，疗后 MMSE 评分治疗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天智颗粒与维生素 B1 联合疗法
能有效改善慢性酒精中毒性脑病的临床症状，一定程度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关键词】 天智颗粒；酒精中毒性脑病；MMSE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the Tianzhi granules plus Vitamin B1 on treating the MMSE of the chronic
alcoholism encephalopathy, in order to present a new method. Methods: 3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Tianzhi granules plus Vitamin B1,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Vitamin B1 only, comparing two groups after 90
days treating. Result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was improved in the group treated with Tianzhi granules plus Vitamin B1,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4.44%,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which is 78.57%. The two group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The Tianzhi granules plus Vitamin B1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n treating the chronic
alcoholism encephalopathy.
【Keywords】 Tianzhi granules; Chronic alcoholism encephalopathy; MM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08
慢性酒精中毒性脑病是指由于长期大量饮酒，超出机体承

本组 32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18 例，男 12 例，女 6

受能力，致使代谢紊乱，出现以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损害为主要

例；平均年龄为 52.3 岁；每日饮酒量均在 200～900g，平均为

症状的一类疾病。其临床表现以意识、认知、情感等发生改变

480g。对照组 14 例，男 12 例，女 2 例；平均年龄 51.8 岁；饮

为多见。急性期多以 Wernick 脑病和柯萨可夫精神病为表现：

酒量及饮酒时间与治疗组无明显差异。

如谵妄、昏睡、肌肉抽搐，甚至昏迷，意识恢复后会有记忆认

1.3 临床表现

知障碍，有幻想、虚构和错构认识，以有一些情感异常，并会

本组 32 例中，记忆力及计算力障碍 26 例，精神及人格异

伴随周围神经病变。慢性期中毒表现为痴呆，有较严重程度的

常 20 例，视力障碍 14 例，小脑性共济失调 12 例，肢体麻木

记忆减退和认知下降，智能障碍等，会对病人社会能力和自理

及偏瘫 11 例，肢体震颤 5 例，大小便障碍 3 例。头颅 CT 改变

能力造成损害。而由于人们生活不规律和对酒类的偏嗜，酒精

为：脑萎缩，脑沟增宽，脑室扩大 27 例；多发性低密度灶 24

中毒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已成为神经内科常见综合征。目前对

例，主要分布在基底节、额叶、顶叶及小脑。上述表现两组均

其造成的认知功能的减退，多以维生素的补充为主，但疗效尚

无显著差异。

待评价。而临床中发现如将醒脑益智的中药加入治疗中，会收
到较好的临床疗效。故近来笔者将具有培元固本，醒脑益智的

2

两组 32 例入院后均渐进性戒酒，治疗组予天智颗粒 5mg

天智颗粒与维生素配合运用，治疗慢性酒精中毒性脑病，观察
患者 MMSE 变化，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纳入标准
本组 32 例均来自 2010 年 11 月～2012 年 9 月本院住院及
门诊患者。病例纳入标准：①长期，持续，大量饮酒史；②有
精神神经系统临床表现；③营养缺乏综合征；④需排除其他因
素引起。
1.2 一般资料

治疗方法

冲服，3 次/d。结合维生素 B1 100mg 肌注，1 次/d，连续用药 3
个月。对照组仅给予维生素 B1 100mg 肌注，1 次/d，连续用药
3 个月。有精神症状者给安定等镇静药物。合并有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均给予相应基础治疗。
3

结果观察

3.1 疗效评定标准
主要症状和体征消失 90%以上为治愈，消失 60%以上为明
显好转，消失 30%以上为好转，低于 30%为无效。并采用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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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的定向力、计算

用，将有害的醇类分解为酰和水等物质排除体外。乙醇在体内

力和注意力、即刻记忆和延迟记忆、语言等认知功能变化。

的潴留会对肌肉和神经造成损害[1]，原因在于它是脂溶性物质，

3.2 统计学方法

亲和力强，对神经系统的代谢和传递物质进行干扰，危害正常

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进行疗效评价及

的神经生理，易造成神经髓鞘磷脂类的物质丢失而影响功能[2]。

MMSE 量表的测评。治疗前和治疗后 3 个月的 MMSE 评分用

当大脑的皮质和关键脑区的神经细胞出现广泛脱髓鞘改变时，

（ x ± s ）表示，数据采用 x2 检验，治疗前后数据比较用配对

就会出现痴呆。维生素 B 族能帮助神经的修复，但临床疗效却

t 检验。组间计量数据比较用分组 t 检验

十分缓慢，对神经营养作用也因人而异，致使很多患者的认知

4

结

功能迟迟得不到恢复[3]。本观察中，对治疗组施加的是维生素

果

B1 和天智颗粒联合治疗，天智颗粒主要成分是天麻、钩藤、石

4.1 天智颗粒与维生素 B1 联合治疗酒精中毒性脑病的临床疗效
3 个月治疗后，天智颗粒与维生素 B1 联合的治愈率和总有

决明、杜仲、桑寄生、茯神、首乌藤等，以平肝潜阳、补益肝
肾、益智安神为主要功效。而酒精中毒所致脑病多属肝阳上亢

效率均明显高于单纯维生素治疗，见表 1。

引起的智能减退[4]，记忆力差，思维迟缓，定向力差、计算力差，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理解多误，伴头晕目弦、头痛、烦燥易怒、失眠、口苦咽干、

组别

n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8

3

6

8

1

94.44

14

1

4

6

3

78.57

对照组

4.2 天智颗粒与维生素 B1 联合对酒精中毒性脑病认知功能的
改善
3 个月治疗后，天智颗粒与维生素 B1 联合治疗组患者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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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天智颗粒与维生素 B1 联合治疗酒精中毒性脑病 MMSE 评分变化
（ x ± 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16.23±2.93

21.34±3.95#

对照组

16.14±2.56

19.26±4.01

注：两组治疗前比较，P>0.05：治疗后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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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再加上维生素 B1 对神经的营养作用，故而在本观察中收
到较好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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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改善明显好于维生素对照组，见表 2。

5

腰膝酸软等。所以天智颗粒从中医辨证上很适合酒精中毒性脑

论

表达[J].中国实验诊断学,2007(5):14-16
[3]李凤芹.大剂量维生素 B1 治疗慢性酒精中毒性脑病临床分析[J].中国社区
医师-医学专业,2012(17):90
[4]李杨帆,李丽,彭晓霞.天智颗粒治疗血管性痴呆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评价[J].
北京中医药,2011(5):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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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对酒精的偏嗜越来越大，造成慢性酒精中毒病例
越来越多，而由此引起的中毒性脑病和认知功能障碍给患者和
社会带来诸多负担。酒精在体内的代谢主要依靠肝脏的解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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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兼顾，使滋阴而不腻，补阳而不燥，共奏滋肾阴，补肾阳，
开窍化痰之功。现代研究表明该方有较好地抑制细胞凋亡的
作用，可促进 Bcl-2 的表达，升高 TGF 的表达，抑制 NF-KBp65

用机制。
参考文献：

的表达，表明其抑制神经细胞凋亡的作用与调控 Bcl-2、TGF

[1]恽晓平.康复疗法评定学[M].北京:中国华夏出版社,2005:246

和 NF-KB-p65 的表达有关。此外该方能够促进 Nestin 的表达，

[2]陈佑帮.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41

表明该方有明显地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与分化的作用，并可
促进 SCFmRNA、PsA-NcAMmRNA 和 TGF 的表达，表明其
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与分化的作用，与调控 SCF、PSA-NCAM
和 TGF-pl 的表达有关。而这些或许正是本研究中地黄饮子配
合康复训练在治疗中风后平衡功能障碍中疗效优于单纯康复
训练的机制之一。平衡功能障碍是脑卒中后的一个常见症状
之一，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肢体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提高，

[3]彭明付,郑湘瑞.肾气亏虚是缺血性中风的病理基础[J].中医研究,2003,16 (5):7
[4]武继海.缺血性中风从肾虚论治[J].陕西中医,2003,23(8):719
[5]邹立华,江冠亚.中风从肾论治探析[J].江西中医药,2003,3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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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出发，试图寻找一种更为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风、截瘫、脑外伤等疾病引起的认知、言语、吞咽、

简、便、效、廉的方法提高脑卒中患者的生存质量，我们将

运动、膀胱等功能障碍的康复评定和治疗。

在未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该治疗方法及进一步探究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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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发育不良之不孕症的
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infertility caused by oviduct dysplasia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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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输卵管发育不良之不孕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促管孕育汤加减配合西医治疗该种不孕症患者，
与单纯西医治疗方法的比较。结果：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治愈率高于单纯西医治疗组。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发育不良之不
孕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输卵管发育不良；不孕症；中西医结合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Study of oviduct dysplasia infertility treatment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modern medicine.
Methods: Promoting tube incubatio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the infertility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pur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method. Results: The cure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impl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group with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of oviduct infertility is a kind of effective
method.
【Keywords】 Oviduct dysplasia; Infertility;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09
所有患者均查其丈夫性功能等生殖系统无异常，患者本

近年来，不孕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妇科临床治疗工作中，
接诊了许多不孕症患者，凡不明原因的不孕症患者，应及早作

人作输卵管碘油造影或泛影葡胺造影，或宫腔镜、输卵管镜

输卵管碘油造影或泛影葡胺造影、宫腔镜、输卵管镜检查，确

检查，发育不良的输卵管细长弯曲，伴有不同程度的肌层发

诊是否是输卵管发育不良引起的不孕症患者。这种原因引起的

育不良，有的病人无管腔或部分通畅，输卵管间质部分与峡

不孕症患者，排除其他原因，同时应查其丈夫性功能等均正常，

部痉挛性收缩，少数输卵管通气实验呈痉挛性曲线。经过这

才属输卵管发育不良之不孕症的患者。

几种检查，可确诊患者属于输卵管发育不良引起的不孕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输卵管发育不良之不孕症患者的诊断标准，从 2000
年 8 月 1 日～2011 年 1 月 26 日这十余年来，临床上收治的输
卵管发育不良之不孕症的患者共 396 例（排除无病历记载的患
者，也已排除未随访或随访失访的患者）。随自愿分为中西医
结合治疗组 286 例和单纯西医治疗组 110 例，中西医结合治疗
组年龄在 21～36 岁之间，平均年龄在 27.84 岁；单纯西医治疗
组年龄在 21～35 岁之间，平均 26.34 岁，差别不大；不孕的年

而这些患者即 396 例患者中 95%为原发不孕症患者，有 5%为
继发不孕（20 例）。20 例继发不孕症病人中有妊娠史的患者
中只有 4 例正常妊娠而人工终止妊娠，16 例为异位妊娠而行
保守或手术治疗。
2

治疗方法和疗效判定

2.1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用自拟促管孕育汤辨证加减应用和西医治疗。
2.1.1 中医治疗
自拟促管孕育汤组成熟地 10g，当归 10g，赤白芍各 10g，

限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 1～13 年，平均 6.5 年，而单纯西医治

牡丹皮 10g，茯苓 10g，川断 12g，紫河车 12g。辨证分型如下：

疗组年限 1～12 年，平均 5.9 年，差别也不大，所以两组不孕

2.1.1.1 肾虚血瘀型

症患者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组中原发不孕、继发不孕所见比

婚久不孕，月经尚规律正常，或月经后期量少色淡红，

例基本相同，差别甚小，也具有可比性。

或暗红，间有小血块，或小腹作胀，脘腹不温，腰酸无力，

1.2 诊断标准及检查方法

带下偏少，性欲淡漠。舌淡红、边紫黯，脉弦细尺弱。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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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养血，化瘀调冲。方药：促管孕育汤加怀山药 10g，山

败酱草 20g，去熟地、当归。用法同上。

茱萸 10g，菟丝子 12g，红花 9g，天仙藤 15g，穿山甲片 9g，
丝瓜络 6g。用法：月经干净后 3～7d 开始服用，1 剂/d，水

以上四种辨证分型均为连服 3 个月为 1 个治疗周期，治
疗期间避孕。一般一个治疗周期进行完毕后停用药物，计划

煎服，每月连服 10～15 剂，月经期禁服药。以下各型用法

受孕，停药 1 年未孕，进行第 2 个治疗周期后 1 年未孕为无

相同。

效。

2.1.1.2 肝气郁结型

2.1.2 西医治疗

婚久不孕，月经后期，量少色淡红，有少量血块，腰酸胸

手术治疗：开腹手术，或微创手术，如腔镜手术.输卵管镜

闷叹气，烦躁不安，精神紧张，头昏心悸，带下偏少。舌淡

手术，放置输卵管内支架，放置 2～3 个月后，以取环钩取出，

红，脉细弦。治法：养血补肾，疏肝解郁。方药：促管孕育

亦有部分病人，1～2 次月经后自行排出。我们现在应用早期输

汤加菟丝子 12g，广郁金 9g，制香附 9g，去紫河车。用法同

卵管通液，即术后第 1d 用抗生素，地塞米松，异丙嗪作输卵

上。

管通液治疗 1 次/d，连用 7d。以后每次月经来潮后干净 3～5

2.1.1.3 痰浊壅阻型

天通液 1～2 次，一直到怀孕停止。一直配合中药治疗。如连

婚久不孕，月经后期经量偏少，色淡红有血块，胸闷不饥，

续 1 年未孕，暂停。输卵管支架放置 1 年未孕再进行第 2 次放

形体肥胖，或多毛，平素带下量少，或量多，色白质粘稠，无

置，配合服中药，3 个月为 1 个治疗周期。第 2 次放置后 1 年

气味，腰酸头昏，畏寒。舌淡红，苔白腻，脉细。治法：补肾

未孕算失效。

活血，化痰调经。方药：促管孕育汤加山茱萸 10g，巴戟天 12g，

2.2 单纯西医治疗组

制香附 9g，制苍术 9g，穿山甲片 9g，陈皮 9g，制半夏 9g。用

如上述西医治疗。
2.3 疗效判定

法同上。
2.1.1.4 湿热瘀阻型

1 个治疗周期为 3 个月，1 个治疗周期后停药，1 年内怀孕者，
为治愈；如 1 个治疗周期后停药 1 年未孕，进行第 2 个治疗周期，

婚久不孕，月经一般正常，或后期量少，色紫有小血块，

第 2 个治疗周期后停药 1 年内受孕者为有效，否则为无效。

平时带下色黄白，量多质粘稠，有腥臭味，少腹作胀，腰酸，
小便偏黄。舌苔黄白腻，极厚，脉细濡。治法：补肾活血，清
热利湿。方药：促管孕育汤加丹参 10g，怀山药 10g，红花 6g，

3

结

果

见表 1。

天仙藤 15g，制苍术 12g，怀牛膝 12g，炒黄柏 12g，薏苡仁 20g，
表 1 两组治疗比较表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200（69.9）

44（15.4）

42（14.7）

244（85.3）

单纯西医治疗组

38（34.5）

18（16.4）

54（49.1）

56（50.9）

注：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治愈率，总有效率均高于单纯西医治疗组。

4

讨论及结论
输卵管发育不良引起的不孕症由于许多患者自觉症状不

明显，检查时才发现输卵管发育不良，所以着重在辨病的基础
上辨证，调整月经周期，调补阴阳，使先天不足在后天调补下
发挥作用。自拟促管孕育汤中熟地有补血、滋阴及抗炎作用；
当归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作用，同时对子宫表现为兴奋和抑
制作用，有镇静和抗菌作用；白芍有补血止痛、有抗菌作用，
对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川断有补肝肾、强筋骨、安胎、行血
脉、续筋骨作用，有止血、镇痛、促进组织再生等作用；紫河
车有益气补血作用，能促进乳腺、女性生殖器、卵巢的发育，
有免疫作用，能增强抵抗力兼能抗过敏的作用；茯苓有健脾和
中，宁心安神，能促进钠、氯、钾等电解质的排出，还有镇静

催眠、抗惊厥、镇痛、退热、降低血管通透性，降血糖和抑菌
作用。所以自拟的促管孕育汤通过调补阴阳及补肾，帮助输卵
管发育，但必须结合补血，以体现中医妇科血中调补阴阳的治
疗特点。而活血通络等有通畅输卵管的作用，可促进输卵管的
新陈代谢，与补肾药同用，有助于输卵管功能的恢复。再配合
西医的手术治疗，标本同治，相得益彰，达到了满意的治疗效
果，所以，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发育不良之不孕症是行之有
效的方法。
作者简介：
张华（1966-），女，汉族，籍贯：河南省许昌市，本科学历，妇科副
主任中医师，研究方向：不孕不育及内分泌。

和降低血糖作用；赤芍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的作用，有解热、
镇静、镇痛、解痉、抗惊厥、扩张血管等作用，并能抗菌和抑
制流行性感冒病毒；牡丹皮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具有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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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高血压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elderly hypertens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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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河南 南阳，47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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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益肾温阳降压汤配合硝苯地平缓释片治疗老年人高血压临床效果。方法：将 96 例肾阳不足型老年高
血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58 例和对照组 38 例， 对照组给予硝苯地平控释片 10mg，2 次/d，早 7 时晚 7 时口服；治疗组硝苯地平
控释片 10mg，早 7 点口服，晚 7 点口服益肾温阳降压汤 200ml。两组均 30d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参照判定标准，比较治疗效果。
结果：治疗组降压疗效总有效率 89.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8.9%，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7，P<0.05）
；症状改善疗
效，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1%，对照组 84.3%，差异有显著性（x2＝3.85，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高血压疗效显著，
安全可靠。
【关键词】 益肾温阳降压汤；硝苯地平控释片；老年高血压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elderly hypertension with the Yishen Wenyang Jiangya decoction
plus releasing nifedipine. Methods: 96 cases of elderly hypertension of Shenyang Buzu typ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58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38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10mg oral releasing nifedipine at 7 a.m. and 7 p.m,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200ml Yishen Wenyang Jiangya decoction besides 10mg releasing nifedipine at 7 a.m. and 7 p.m. 30 days for a
course in each group. The effects were compared after two course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9.7%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78.9%.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x2＝4.7, P<0.05). Symptom improvement efficacy: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3.1%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84.3%.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x2＝3.85, P<0.05).
Conclusion: Treating elderly hypertension with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is safety and reliable.
【Keywords】 The Yishen Wenyang Jiangya decoction; Releasing nifedipine; Elderly hyperten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0
高血压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随年龄增加而发病率逐

1.2 诊断标准

渐升高。高血压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难题。2004 年中国居民

西医诊断及病情分级参照 1999 年《WHO/ISH 高血压治疗

营养与健康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指南》[2]诊断标准；中医症候诊断标准参考《中药新药治疗高

18.8%，全国患病人数超过 2 亿。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

血压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中肾阳不足证标准。

[1]

要危险因素并影响重要脏器，如心、脑、肾的功能 。为探讨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高血压的疗效，2010 年 2 月～2012 年 2
月采用益肾温阳降压汤配合硝苯地平控释片治疗老年高血压
患者 58 例，疗效满意，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均选取 2009 年 2 月～2012 年 2 月到我院门诊治
疗的高血压患者，根据中医辨证分型，对符合肾阳不足型的 96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58 例，男 36 例，女 22 例，年龄 61～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给予硝苯地平控释片 10mg，2 次/d，早 7 点晚 7 点口服。
2.2 治疗组
硝苯地平控释片 10mg，早 7 点口服，晚 7 点口服益肾温
阳降压汤 200ml。处方：熟地 24g，山萸肉 12g，胡桃肉 12g，
黄精 10g，泽泻 10g，鹿角霜 10g，巴戟 10g，仙灵脾 10g，杜
仲 12g，寄生 15g，龙骨 15g，牡蛎 15g，1 剂/d。
治疗组、对照组均 30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评结疗效。

80 岁，平均 69.5 岁，高血压 I 级 18 例，II 级 25 例，III 级 15

治疗开始前 7d 及治疗期间停用其他降压药物。

例，病程 15～32 年，平均 22.4 年，对照组男 24 例，女 14 例，

2.3 观察指标

年龄 60～79 岁，平均 68.7 岁，高血压 I 级 12 例，II 级 16 例，

2.3.1 血压疗效

III 级 10 例，病程 14～31 年，平均 21.7 年。两组患者性别、

两组治疗前及两个疗程结束各做 1 次 24h 动态血压监测，

年龄、高血压分级、病程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测压时间间隔为 30min 昼夜相同，24h 动态血压监测能客观和

具有可比性。全部病例均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及心功能不全患

敏感地反映患者的实际血压水平[4]。

者。

2.3.2 中医症状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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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高血压病肾阳不足型症状观察指标为头晕、头痈、身

张压虽未降至正常，但以下降 20mmHg 或以上。有效：舒张压

寒肢冷、腰膝酸软、神疲乏力 5 项指标。每月记录 2 次，根据

下降不及 10mmHg，但已达到正常范围；舒张压较治疗前下降

《中药新药治疗高血压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中的症状分

10～19mmHg，但 未达 到正 常范围 ；收缩 压较 治疗前 下 降

级量化标准，轻度记 1 分，中度记 2 分，重度记 3 分，无或消

30mmHg；须具备其中一项。无效：未达到以上标准者。

失记 0 分，于治疗前后记录症状积分值（病例积分为各症状、

3.2 临床症状改善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3] 治疗高血压病的

体征记分之和）
。
2.4 统计学方法

标准。根据症状积分变化，以疗效指数为依据进行评定。疗

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等级资料用 Ridit 分析，计量资料两
两比较于治疗前后比较用 t 检验。
3

效指数＝（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100%。显效：疗效
指数≥70%；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疗效指数≥
30%；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疗效

疗效标准

指数<30%。

3.1 降压疗效标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的高血压病临床疗效评

4

治疗结果

4.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比较（见表 1）

定标准。
显效：舒张压下降 10mmHg 或以上，并达到正常范围；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比较（ x ± s ）

表1

组别

n

治疗组

58

对照组

38

治疗前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165.59±15.71

84.68±8.72

136.68±12.15

治疗后

*＃

70.27±5.35*

治疗前

164.17±16.13

83.72±8.66

治疗后

*

71.49±4.26*

143.73±13.27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治疗后组间比较， P<0.05，差异有显著性。
＃

4.2 两组患者治疗后降压疗效比较（见表 2）

头痛”
。
《类证治则》云：
“高年肾液已衰，水不涵木”
，这些都
说明眩晕和头痛与脑、肝、肾有密切关系。肾阳不足型临床表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后降压疗效比较 [n（%）]

现为：关晕、头痛、耳鸣、眼花、身寒肢冷，腰膝酸软，神疲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58

40

12

6

89.7

肾温阳降压汤中，熟地、山芋肉、胡桃肉、黄精滋阴补肾填精，

对照组

38

17

13

8

78.9

取善补阳者，阴中求阳之意；泽泻利水而降压；鹿角霜、巴戟、

乏力，舌质淡，脉沉弱无力，治疗以补肾填精，温阳为主。益

注：两组间比较 x2＝4.7，P<0.05，差异有显著性。

仙灵脾温补肾阳，滋润而补燥；杜仲、寄生益肾强腰，现代药

4.3 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疗效比较（见表 3）

理研究，杜仲通过扩张周围血管，寄生抑制血管舒缩中枢的兴
奋性而有降压作用[6]；龙骨、牡蛎以潜浮阳。全方专力宏，共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疗效比较 [n（%）]

奏温补肾阳，补肾填精之功，肾精得补，肾气（阳）充足，阴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58

42

12

4

93.1

2011 年《老年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推荐长

对照组

38

21

11

6

84.2

效二氢比啶类钙拮抗剂、利尿剂为老年高血压患者降压治

注：两组间比较，x2＝3.85，P<0.05，差异有显著性。

5

讨

论

高血压作为心脑血管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已经得到广泛的

阳平衡，诸症消失或减轻。

疗基本药物。该观察对照组用硝苯地平控释片治疗，治疗
组采用硝苯地平控释片配合中药益肾温阳降压汤，体现了
高血压治疗应重视个体化原则，表明中医治病重在审因论
治，辨证用药。治疗结果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高血压

社会关注，随着血压升高，心血管风险会逐渐增加。国内流行

能够扶正固本，标本兼治，取长补短，不仅降压效果明显、

学资料显示，与血压正常者相比，1 级高血压者心血管风险增

稳定，而且在治疗期间未出现不良反应，尤其在降压效果，

加 2 倍以上，2 级高血压者急性冠心病事件风险是血压正常者

改善老年高血压病人症状方面优于对照组，提高了患者的

2～3 倍。3 级高血压者风险增加 10 倍以上。高血压病经过规

生活质量。

范治疗，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可防止或减少心脑血管及肾
脏并发症，降低病死率和病残率[5]。
高血压病属祖国医学“头痛”
、
“眩晕”等范畴。
《灵枢·海
论》云：
“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
。
《难经》云：
“在脑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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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UVB 照射联合复方青黛胶囊治疗玫瑰糠疹

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f NB-UVB irradiation combined with compound Qingdai
capsule on treating pityriasis rosea
赵凤珠

孙占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1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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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 NB-UVB 照射联合复方青黛胶囊治疗玫瑰糠疹临床疗效。方法：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60 例）
和治疗组（60 例）
，对照组给予复方青黛胶囊 2g，口服，3 次/d，疗程 2 周；治疗组 NB-UVB 照射治疗，照射剂量为 0.2J/cm2，
每周 3 次，疗程 2 周，同时联合复方青黛胶囊 2g，口服，3 次/d，疗程 2 周。结果：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5.0%，治疗组总有效率
为 88.3%，经统计学处理，两组间差异极显著（P<0.01）
；治疗期间治疗组 3 例患者照射后出现轻度红斑和瘙痒，减少照射剂量，
红斑消退，瘙痒减轻，继续完成了治疗；随访 1 个月，治疗组 60 例均痊愈，对照组 3 例仍无效，5 例躯干部留有少许红斑，偶有
瘙痒。结论：NB-UVB 照射联合复方青黛胶囊治疗玫瑰糠疹临床疗效优于单纯应用复方青黛胶囊口服。
【关键词】 NB-UVB；复方青黛胶囊；玫瑰糠疹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B-UVB irradiation combined with compound Qingdai capsule on treating
pityriasis rosea. Methods: 12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60 cases) and the treated group (6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mpound Qingdai capsule 2g of oral, 3 times a day, 2 weeks for a cours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NB-UVB
irradiation and the reirradiation was 0.2J/cm2, 3 times a week, 2 weeks a course. At the same time, 2g of oral compound Qingdai capsule
were given the treated group, 3 times a day, 2 weeks a cours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65.0%, and the treated
group was 88.3%. After statistical process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P<0.01). During the treatment, 3
cases of the treated group suffered mild erythema and itching after irradiation. After reducing the radiation, erythema subsided,
itchingalleviated, continued the treated. Followed up for 1 month, 60 cases of the treated group were cured, three cases of the control group
is still valid, the trunks of five cases left a little erythema and felt occasional itching.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B-UVB irradiation
combined with compound Qingdai capsule is better than the simplex application of compound Qingdai capsule of oral.
【Keywords】 NB-UVB irradiation; The compound Qingdai capsule; Pityriasis rose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1
玫瑰糠疹是一种红斑丘疹鳞屑性急性炎症性皮肤病，皮损

选择 2009 年 8 月～2011 年 10 月我科收治的玫瑰糠疹患者

以被覆糠秕状鳞屑的玫瑰色斑丘疹为特征 。中青年发病较多，

120 例，均符合玫瑰糠疹诊断标准[1]，其中男 58 例，女 62 例，

好发于春秋两季，尽管该病具有自限性，但病情较重者，严重

年龄 18～62 岁。随机分为治疗组 60 例和对照组 60 例，两组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尽快控制病情、缓解症状非常重要。本

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具

课题采用 NB-UVB 照射联合复方青黛胶囊治疗该病，疗效显

有可比性。

著，介绍如下。

1.2 入选标准

[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①症状典型，符合玫瑰糠疹临床诊断标准；②性别不限，
年龄在 18～65 岁之间；③无紫外线照射禁忌；④无肝功能异
常病史者；⑤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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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排除标准
①患者在两周内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②玫瑰糠疹伴感
染；③自体敏感性皮炎；④既往有光敏史；⑤合并严重内脏疾
病者；⑥孕妇及哺乳期。

讨

论

玫瑰糠疹是一种常见的炎症性皮肤病，病因不明，皮损分
布较广泛，瘙痒明显，给患者带来较大心理压力。目前尚无特
效疗法，西药主要给予抗炎抗过敏药物对症治疗以及紫外线

1.4 治疗仪器与药物

光疗，中药多从清热凉血消斑，祛风止痒角度治疗，西医和中

NB-UVB 治疗机采用 SS-05 型紫外线光疗机（上海希格

医治疗本病各有优势。本课题采用 NB-UVB 照射联合复方青

玛高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对照药物为复方青黛胶囊（0.5g×

黛胶囊治疗玫瑰糠疹，应用 NB-UVB 照射皮肤局部，消除红

12 × 4 粒 ， 陕 西 天 宁 制 药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国 药 准 字

斑，抑制角质细胞增殖以外治；口服复方青黛胶囊清热凉血消

Z20010157）。

斑以内调。内外兼治，取中西医优势，大大缓解病情，缩短病

1.5 治疗方法

程。组织病理表明玫瑰糠疹的病理变化主要在表皮与真皮浅

治疗组 NB-UVB 照射治疗，照射剂量为 0.2J/cm2，3 次/

层，波长为 311nm 左右的 NB-UVB 是中波紫外线中最有效的

周，疗程为 2 周；同时给予复方青黛胶囊 2g，口服，3 次/d，

部分，穿透力较强，作用部位与玫瑰糠疹病变部位吻合，不易

疗程 2 周。
采用 NB-UVB 照射治疗时必须配戴护目镜保护眼睛，

灼伤皮肤，不易引起 DNA 突变，降低了致癌性 [4] 。另外

防护衣保护正常皮肤及男性生殖器。

NB-UVB 能影响皮肤的多种免疫功能，如免疫抑制作用、诱

对照组复方青黛胶囊 2g，口服，3 次/d，疗程 2 周。
1.6 疗效判定标准[3]

导作用，能减轻表皮的炎症反应，清除皮损内的异常免疫细胞，
增加抗炎因子的分泌，增强机体的免疫防御功能[5]。复方青黛

痊愈：皮疹全部消退，瘙痒消失；显效：皮损消退>70%，

胶囊主要成分为青黛、马齿苋、白芷、土茯苓、紫草、贯众、

瘙痒明显减轻或基本消失；有效：皮疹消退 30%～70%，瘙痒

蒲公英、丹参等，具有清热解毒、化瘀消斑、祛风止痒功效。

减轻，偶有新的皮疹出现；无效：皮疹消退<30%或有新的皮

其中青黛为君药，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功效，现代研究也

疹出现，瘙痒无明显减轻。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

表明青黛具有抑制角质细胞增殖作用[6]。本课题研究表明采用

1.7 随访

中西医联合方式治疗玫瑰糠疹可明显减轻症状，缩短病程，疗

所有病例随访 1 个月，观察玫瑰糠疹预后及复发情况。

效显著，无明显不良反应，安全有效。在以后的研究中，准备
从红斑、丘疹、鳞屑、瘙痒等方面进行细化研究，以求研究更

1.8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 x ± s ）表示，两两之间比较用 q 检验。治疗前后比较

加全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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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其中，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8.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5.0%，

观察[J].中国热带医学,2008,8(6):972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间差异极显著（P<0.01），表明 NB-UVB

[4]李胜华,殷文浩,谭宇辉,等.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玫瑰

照射联合复方青黛胶囊治疗玫瑰糠疹临床疗效优于单纯应用

糠疹疗效观察[J].浙江临床医学,2009,11(9):961-962
[5]徐萍,诸仁才,沈玲珑,等.窄谱中波紫外线联合润燥止痒胶囊,盐酸左西替

复方青黛胶囊口服。见表 1。

利嗪治疗玫瑰糠疹疗效观察[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12,26(3):282
表 1 两组治疗疗效比较 [n（%）]

[6]孙占学,李元文,李曰庆,等.甘石青黛膏治疗神经性皮炎 66 例临床疗效观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0

36

17

7

0

88.3

对照组

60

27

12

17

4

65.0

注：总有效率＝ 痊愈率＋显效率。
经 Ridit 分析治疗组、对照组比较：P<0.01，
差异极显著。

2.2 不良反应
治疗组 3 例患者照射后出现轻度红斑和瘙痒，减少照射剂

察[J].中华中中医药杂志,2010,25(11):1849-1851

作者简介：
赵凤珠（1964-），女，北京人，主管护师。研究方向：皮肤病的中医
治疗与护理。
孙占学（1973-），男，通讯作者，内蒙古赤峰人，主治医师。研究方
向：从事变态免疫性皮肤病的研究。

量，红斑消退，瘙痒减轻，继续完成了治疗。
2.3 随访
随访 1 个月，治疗组 60 例均痊愈，对照组 3 例仍无效，5
例躯干部留有少许红斑，偶有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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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临床疗效及对血清性激素的影响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Guizhi Fuling capsule plus mifepristone on the serum
hormone in treating endometriosis
沈伟玲
（潮安县人民医院，广东 潮安，515638）
中图分类号：R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28-02

【摘 要】 目的：观察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性激素的影响，并探讨作用机制。
方法：选择我院 2010～2012 年就诊的确诊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米
非司酮治疗，观察组给予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两组均观察 90d，比较症状、体征改善情况，并空腹抽血检测血清雌
二醇（E2）
、孕酮（P）
，所有患者均随访 24 个月，统计随访期间妊娠比例。结果：观察组痊愈 23 例、显效 18 例、有效 6 例，总
有效率为 94%，随访期间妊娠 23 例，妊娠率为 46%，对照组痊愈 10 例、显效 17 例、有效 10 例，总有效率为 74%，随访期间妊
10 例，妊娠率为 20%，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x2=12.400，P<0.01，观察组的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x2=7.644，P<0.01；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后血清雌二醇（E2）
、孕酮（P）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但观察组改善更明显，观察组治疗后 E2、P 显著低于
对照组，均 P<0.05。结论：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能够降低血清性激素水平，抑制子宫内膜增生，改善
临床症状，且能提高妊娠几率，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理想方法。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桂枝茯苓胶囊；米非司酮；疗效；性激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Guizhi Fuling capsule plus mifepristone on the serum hormone in treating
endometriosis,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0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mifepristone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was given the Guizhi Fuling capsule more. Both groups were given
therapy for 90 days. Compare symptoms and signs of improvement, fasting blood serum levels of estradiol (E2), and progesterone (P).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24 months; count the proportion of pregnancy during the follow-up. Results: Of all the 50 patients, 23 cases
were cured, 18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6 cases were 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a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4%, 23 cases were
pregnancy during the follow-up, the Pregnancy rate was 46%; in the control, 10 cases were cured, 17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10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74%, 10 cases were pregnancy during the follow-up, the Pregnancy rate was 20%.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x2=12.400, P<0.01), as well as the pregnancy rate. Conclusion: Guizhi Fuling
capsule plus mifepristone is the ideal method for the endometriosis treating.
【Keywords】 Endometriosis; Guizhi Fuling capsule; Mifepristone; Efficacy; Serum hormo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2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由于高孕激素水平致使子宫内膜增
生，覆盖在子宫体腔面外的其他部位，从而表现出痛经、月
经异常、不孕和盆腔包块等症状，给患者生活和健康带来严
重威胁。由于手术治疗可能存在部分患者病灶未能全部清除，
导致复发几率增加，且不能满足年轻、有生育要求的患者的
临床需求，因而，药物治疗也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重要手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0～2012 年就诊的确诊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
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均符合子宫内膜
异位症的诊断标准[1]，观察组年龄 25～45（32±7）岁，病程

目前，临床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最常用的药物是激素，但长

为 0.5～6（2.6±1.8）年，分期情况为 I 期 10 例，占 20%，II

期使用可造成肝肾损害，优化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效果与

期 15 例，占 30%，III 期 14 例，占 28%，IV 期 11 例，占 22%，

安全性是临床医生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旨在观察桂枝茯苓

对照组年龄 25～47（33±5）岁，病程为 0.5～6.5（2.7±2.0）

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

年，分期情况为 I 期 9 例，占 18%，II 期 13 例，占 26%，III

性激素的影响，并探讨作用机制，指导临床合理治疗，现将

期 17 例，占 34%，IV 期 11 例，占 22%，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结果分析如下。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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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病例入选标准

使用 SPSS10.0 进行各项指标的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①有性生活史，近期无服用激素和避孕药，有生育要求；
②排除子宫腺肌症、妊娠或哺乳妇女；③排除伴有严重心、肝、
肾功能不全者；④异位症囊肿≤5cm；⑤排除对治疗药物过敏
者。

表示，进行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进行组
间及组内的 t 检验，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米非司酮治疗，口服时间为月经来潮后 5d，

观察组痊愈 23 例、显效 18 例、有效 6 例，总有效率为 94%，

12.5mg/次，qd；观察组给予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

随访期间妊娠 23 例，妊娠率为 46%；对照组痊愈 10 例、显效

米非司酮方法同对照组，桂枝茯苓胶囊口服，3 粒/d，tid，两

17 例、有效 10 例，总有效率为 74%，随访期间妊 10 例，妊娠

组均观察 90d，出现肝功能受损者采用护肝片、联苯双酯治疗。

率为 20%。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x2＝12.400，

1.4 观察指标

P<0.01；观察组的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x2＝7.644，P<0.01。

比较症状、体征改善情况，并空腹抽血检测血清雌二醇
[2]

（E2）
、孕酮（P）
，根据文献标准评判临床疗效 ，分为痊愈、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后血清雌二醇（E2）
、孕酮（P）均较

显效、有效、无效，总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总病例

治疗前明显降低，但观察组改善更明显，观察组治疗后 E2、P

数，所有患者均随访 24 个月，统计随访期间妊娠比例。

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5，结果见表 1。

1.5 统计学处理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治疗时间

E2（pmol/L）

P（nmol/L）

治疗前

178.4±30.5

0.84±0.41

观察组

治疗后

113.5±22.3

0.42±0.20

组内 t/P

6.684/<0.01

5.864/<0.01

治疗前

177.9±30.8

0.84±0.49

对照组

3

讨

治疗后

143.2±27.5

0.63±0.37

组内 t/P

3.778/<0.05

3.546/<0.05

治疗后组间 t/P

3.416/<0.05

3.237/<0.05

论

药物治疗是年轻、需保留生育功能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比较青睐的治疗方法，根治性手术只有在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异位症囊肿>5cm）、症状和体征严重者才运用。临床最常用的
药物是孕激素，米非司酮是新型孕酮受体桔抗剂，能够抑制孕
酮与其受体结合，影响卵泡发育，促使子宫内膜细胞凋亡，抑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
内膜异位症的总有效率较单纯米非司酮治疗提高 20%，随访 2
年妊娠率提高 26%，差异明显，同时降低血清雌二醇（E2）
、
孕酮（P）的程度明显优于单纯米非司酮。因此，桂枝茯苓胶
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能够降低血清性激素水
平，抑制子宫内膜增生，改善临床症状，且能提高妊娠几率，

制内膜的增生与促使内膜萎缩[3]，但长期使用可能出现肝肾功

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理想方法。

能的损害及雄激素作用[4]，应做好肝功能监测，出现异常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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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连颗粒对消化性溃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的影响
The effect of Fufang Xuanlian granules on the serum levels of EGF in rats of
peptic ulcer
刘贯华 1 闫东艳 2
（1.郑州人民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2.河南省老干部康复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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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观察复方玄连颗粒对无水乙醇诱导的溃疡大鼠血清表皮生长因子（EGF）水平的影响，探讨其治疗溃
疡的机制。方法：取健康 SD 大鼠 60 只，10 只为空白组，50 只采用无水乙醇灌胃腐蚀法造胃溃疡模型，随机分为对照组、复方
玄连颗粒低、中、高剂量组，雷尼替丁组。对照组给予蒸馏水 10ml/kg，复方玄连颗粒低、中、高剂量组分别按 2.7g/kg、5.4g/kg、
10.8g/kg 给予药液，雷尼替丁组给予 13.5mg/kg，灌胃 2 次/d，连续 7d，于末次给药后断头采血检测溃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结
果：复方玄连颗粒低、中、高剂量组均能使溃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升高，与雷尼替丁组相比均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
，而尤
以复方玄连颗粒中剂量组最为明显。结论：复方玄连颗粒可以使溃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升高，且存在量效依赖关系，以复方玄连
颗粒中剂量组疗效最好。
【关键词】 复方玄连颗粒；消化性溃疡；表皮生长因子
【Abstract】 Objective: By observing the Fufang Xuanlian granules (FFXL) on ethanol-induced ulcers in rat serum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 level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ufang Xuanlian granules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mechanism. Methods: Taking the healthy SD
rats 60, 10 for the normal group, 50 ethanol administered by gastric ulcer etching mad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distilled water 10ml/kg, FFXL low-dose group were given particle 2.7g/kg, FFXL middle-dose group were given 5.4g/kg FFXL
high-dose group were given 10.8g/kg, ranitidine group were given 13.5mg/kg, administered two times daily, continuous 7d. After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decapitated blood testing ulcer rats serum EGF level. Results: The FFXL group can make the serum EGF level of ulcer rat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ranitidine group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and especially in the FFXL middle-dose group was the most
obviously. Conclusion: The FFXL granules can make the level of serum EGF of ulcer rats increased, and there is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the FFXL middle-dose group has the best results.
【Keywords】 Fufang Xuanlian granules; Peptic ulce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3
消化性溃疡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随着质
子泵抑制剂、抗 Hp 药以及胃粘膜保护剂的广泛应用，使临床

1.1.2 药品
复方玄连颗粒，
（玄胡索 10g，连翘 20g，莪术 10g，蒲公

治疗消化性溃疡的短期疗效大幅度提高，但溃疡愈合质量差、

英 30g，黄连 9g，吴茱萸 3g，枳实 12g，生黄芪 10g，白及 15g）

高复发率仍是目前困扰临床医生的一大难题，有资料表明，消

由（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提供的颗粒剂组合而成，批号：

化性溃疡愈合后 1 年内复发率高达 50%～70%[1]。而长期以来，

Z10970008）
。雷尼替丁胶囊（杭州赛诺菲民生制药有限公司出

中医在治疗消化性溃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有肯定的

品，规格 150mg/粒，批号：400 号）
。

短期疗效，而且在提高溃疡愈合质量、降低复发率、改善临床

1.1.3 试剂

症状等方面均显示出巨大优势。复方玄连颗粒是导师郭淑云教

表皮生长因子（EGF）试剂盒由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

授治疗消化性溃疡的经验方，用于治疗消化性溃疡的常见证型

提供，批号：090520。

—湿热内蕴、气血瘀滞型患者，疗效显著。表皮生长因子（EGF）

1.1.4 主要仪器

是由 53 个氨基酸组成的单链多肽，有很强的促进细胞修复作

低速离心机 LD5-2A 型，北京医用离心机厂生产；SN-695B

用，与溃疡的愈合关系密切。本文拟从检测溃疡大鼠血清 EGF

型放免测量仪，上海日环仪器一厂生产。

水平的变化揭示复方玄连颗粒的作用机理。

1.2 实验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2.1 分组与模型制备
取健康 SD 大鼠 60 只，雌雄各半，10 只为空白组，50 只

1.1 实验材料

采用无水乙醇灌胃腐蚀法造胃溃疡模型，实验前禁食 24h（此

1.1.1 实验动物

期间可自由饮水）
，以无水乙醇灌胃 0.6ml/只[2]，造模后（禁食

普通级健康 SD 大鼠 60 只，雌雄各半，体重（200±20）g，
（河南省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分笼适应性饲养 1 周后开始试验。

禁水 2h）将 50 只大鼠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10 只，分别为对照
组、复方玄连颗粒低、中、高剂量组，雷尼替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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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给药
模型制备后 24h 给药，对照组给予蒸馏水 10ml/kg，复方

件进行 One-wayANOVA 的样本均数多重比较的 F 检验，

玄连颗粒低、中、高剂量组分别按 2.7g/kg、5.4g/kg、10.8g/kg

P<0.05。

给药，用蒸馏水配成 0.54g/ml，雷尼替丁组给予 13.5mg/kg，

2

用蒸馏水配成 3mg/ml。灌胃 2 次/d，连续 7d。治疗过程中，

结

果

对照组溃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均数较空白组低，两组相

对照组、复方玄连颗粒低剂量组、雷尼替丁组各死亡 1 只，因
灌胃初始操作不当，大鼠不予配合，致药物呛入气管窒息而死。

比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经复方玄连颗粒低、中、高

1.2.3 剂量换算

剂量治疗的溃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均数高于对照组，与对照
组相比均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经雷尼替丁治疗的溃

[3]

复方玄连颗粒按照动物与人等效剂量折算 。

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均数亦高于对照组，两组相比亦具有极

1.3 标本采集
于末次给药 15h 后断头采血 4ml 于真空管内，倾斜放置

显著性差异（P<0.01）；经复方玄连颗粒低、中、高剂量治疗

30min 后放入低速离心机，以 3000r/min 离心 30min，取上清

的溃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均数均较雷尼替丁组高，与雷尼替

2ml 放入冰箱中－20℃冷藏。

丁组相比均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经复方玄连颗粒中剂

1.4 指标检测

量治疗的溃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均数较低、高剂量组高，与
复方玄连颗粒低剂量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与高

采用放射性免疫法检测血清 EGF 水平，操作过程严格按
照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地点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放

剂量组相比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
，而复方玄连颗粒低、

免室。

高剂量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见表 1。

1.5 统计学处理实验数据
表 1 大鼠血清 EGF 水平（ x ± s ）
组别

n

血清 EGF 水平（ng/ml）

空白组

10

1.10±0.05**

对照组

9

0.84±0.05

复方玄连颗粒低剂量组

9

1.13±0.04**

复方玄连颗粒中剂量组

10

1.19±0.02**

复方玄连颗粒高剂量组

10

1.13±0.03**

雷尼替丁组

9

1.01±0.05**

**

注：各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1。

3

讨

论

复方玄连颗粒由玄胡索、连翘、蒲公英、莪术、枳实、黄
连、吴茱萸、白及、生黄芪等组成。方中玄胡索活血化瘀、行
气止痛，连翘清热解毒、散结消痈共为君药；莪术破血逐瘀，
枳实破气消积，二药共助玄胡索以增强活瘀止痛之力，蒲公英

复方玄连颗粒低剂量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与高剂
量组相比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
，而复方玄连颗粒低、高
剂量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说明复方玄连颗粒存在量
效依赖关系，以复方玄连颗粒中剂量组疗效最好。
参考文献：

清热祛湿、解毒散结助连翘以加强清热祛湿散结之功，三者共

[1]叶伦昌.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399

为臣药；左金丸（黄连、吴茱萸）辛开苦降、降逆制酸，白及

[2]张晓珠,常雅萍,于永利.梅花鹿免疫细胞活性因子对乙醇型胃粘膜损伤模

止血收敛而生肌，生黄芪一则健脾益气，扶正祛邪，托里生肌，

型鼠的保护[J].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2003,16(1):39-40

二则防苦寒药物伤及脾胃，以上四药共成佐使之用，诸药合用，

[3]苗明山.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技术[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42-

共奏清热利湿，行气化瘀，降逆制酸，托里生肌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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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 是胃肠粘膜的保护因子，对胃肠粘膜具有防御和修复

[4]聂昭华,郑文尧,郭荣斌,等.消化性溃疡患者 Hp,胃粘膜炎症和血清胃液

作用，大量研究表明，EGF 与消化性溃疡关系密切：聂昭华等[4]

EGF 变量的关系[J].华人消化杂志,1998,6(7):600

研究证实，EGF 参与消化性溃疡的发病及愈合。陈宝雯等[5]通

[5]陈宝雯,王洪涛,刘正新,等.外源性表皮生长因子治疗大鼠慢性胃溃疡对原

过对乙酸诱发的大鼠溃疡模型的观察，证实了 EGF 可促进实

癌基因表达的影响[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1999,7(6):504-506

验性溃疡的愈合，其疗效与西咪替丁相仿。何秋兰等[6]将 EGF

[6]何秋兰,杨拯,徐艳,等.表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在胃溃疡愈合中的作用[J].

在消化性溃疡愈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总结为以下五点：①维持

重庆医学,2008,37(19):2239-2242

胃肠黏膜的完整性；②增加黏膜的血流量；③抑制胃酸分泌；
④促进黏膜细胞 DNA、RNA 及蛋白质的合成；⑤增加胃黏膜
黏液糖蛋白的合成与分泌。本实验结果说明造模后溃疡大鼠血
清 EGF 水平降低，复方玄连颗粒及雷尼替丁均有使其升高的

作者简介：
刘贯华（1981-），男，通讯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
合治疗脾胃病。

作用，而复方玄连颗粒疗效更加明显。且经复方玄连颗粒中剂
量治疗的溃疡大鼠血清 EGF 水平均数较低、高剂量组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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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肝合剂的制备与临床应用
The prepara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inggan mixture
朱常美
（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河南 安阳，455000）
中图分类号：R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32-02

【摘 要】 目的：研究平肝合剂的制备方法与质量控制，并观察其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建立该制剂
的制备工艺，采用薄层色谱法对黄芪、赤芍进行定性鉴别并进行临床疗效观察。结果：该制剂制备工艺可行，质量可控，治疗慢
性病毒性肝炎患者 84 例，其中 1 周内症状改善大于 50%。结论：平肝合剂制备工艺合理，制剂质量稳定，临床疗效可靠，值得
临床推广。
【关键词】 平肝合剂；制备；质量控制；临床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paration method and quality control of the Pinggan mixture and observe the effect on treating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Methods: To establish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identify the astragalus and red peony qualitatively by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observe the effect. Results: The crafts is practicable and the quality is under control. More than 50% of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this preparation received improvement within one week.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Pinggan mixture is reliable and worth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Pinggan mixture; Preparation; Quality control; Clinical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4
慢性病毒性肝炎在临床上表现的症状较为复杂，其临床分

溶液，在 105℃加热数分钟，至斑点清晰，置日光和紫外灯下检

型也较多，一般病程较长，治疗颇感棘手，是优待解决的肝病

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日光下显

难题之一，我院研制的平肝合剂，经过多年临床应用观察，其

相同颜色的斑点，紫外灯（365nm）下，显相同颜色荧光斑点。
取本品 20ml，水浴蒸至稠膏，加无水乙醇 10ml 充分搅拌

疗效肯定、制剂稳定、服用携带方便等特点，现将制备方法、
质量控制及临床应用报道如下。
1

处方与制法

1.1 处方
黄芪 40g，当归 40g，茯苓 30g，泽泻 60g，丹参 30g，赤

使溶解，滤过，滤液水浴蒸干，残渣加乙醇 2ml 使溶解，作为
供试品溶液。另取芍药苷对照品，加乙醇制成每 1ml 含 2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附录ⅥB）试验，
吸取芍药苷对照品溶液 2μL，供试品溶液 4μL 分别点于同一硅
胶 G 薄层板上，以氯仿-醋酸乙酯-甲醇-甲酸（40∶5∶10∶0.2）

芍 60g，牡丹皮 20g，山楂 40g，瓜蒌 20g，黄芩 20g。

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 5%香草醛硫酸溶液，在

1.2 制法

105℃加热至斑点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

以上十味，加水煎煮 2 次，第 1 次加水 1000ml，煎煮 2h；

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第 2 次加水 750ml，煎煮 1h，合并煎液，滤过。滤液浓缩至适

2.3 检查

量，放置 24h，取上清液，滤过，滤液继续浓缩为约 1000ml，

2.3.1 相对密度

加苯甲酸钠 1.4g，调整总量至 1000ml，灌装，灭菌，即得。
2

质量控制

应不低于 1.02。
2.3.2 pH 值
应在 4.0～7.0（2010 年中国药典一部附录 VIIG）
。

2.1 性状

2.3.3 其他

本品为棕褐色液体；气芳香，味微甜、微苦。
2.2 鉴别
取本品 50ml，乙醚 20ml 脱脂，用水饱和正丁醇提取 2 次，
20ml/次，合并正丁醇液，加适量氨水洗涤，水浴蒸干，残渣加

应符合合剂项下的有关各项规定（200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
附录 IJ）
。
2.4 稳定性试验
将样品于室温放置留样观察，分别于 0，1，3，6，9，12

甲醇 1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黄芪甲苷对照品，加

个月时，对其性状、pH 值、相对密度、鉴别等各项指标进行

甲醇制成每 1ml 含 1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

考察，均符合规定。

法（附录 VIB）试验，吸取黄芪甲苷对照品溶液 5μL，供试品
溶液 4μL 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氯仿-甲醇-水（13∶
7∶2）下层液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 5%硫酸乙醇

3

临床应用

3.1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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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按 2000 年 9 月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

病相结合。慢性病毒性肝炎在临床上表现的症状较为复杂，其

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之规定[1]，

临床分型也较多[2]。我们按照扶正祛邪原则，在近年临床治疗

共 84 例住院患者，男 69 例，女 15 例，年龄最小 5 岁，最大

经验基础上，针对临床主要为气虚血淤，综合应用益气活血

64 岁，平均（35.17±12.40）岁。

之法，并严格选择药物，组成本方，应用于临床，能够较快

3.2 治疗方法

地消除或缓解临床症状体征，降酶退黄，提高白蛋白和缩短

空腹服，100ml/次，2 次/d，用时摇匀。

凝血酶原时间。改善肝功能，促进肝细胞恢复等作用较为明

3.3 治疗效果

显，具有抑制乙肝病毒复制和抗病毒作用，且能较好地双向

84 例病人服药时间最短 11d，最长 167d，平均 42.5d。服

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药开示，除个别人反映胃肠不适，轻度腹泻及肝区疼痛加重（继

本方中黄芪、赤芍采用薄层色谱法鉴别，在对照品色谱相

续服用后自行消失）外，其他无副反应。

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显色清晰，重现性好；

3.3.1 乙肝病毒标志物变化情况

且通过室温留样观察，制剂质量稳定，表明该制剂工艺合理，

根据本组治疗前后资料较完整的病例统计 HBsAg 阴转率
7.8%；HBeAg 阴转率 45.9%；HBcAb 阴转率 19.6%；HBVDNA
阴转率 63.2%。

质量控制方法可行。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病毒性肝炎

3.3.2 ALT 变化情况
治疗前 ALT 异常者 68 例，占 80.9%，经过治疗除 1 例无变

防治方案[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0,8(6):324-329

化，1 例升高外，其余病历 AIT 值均得到明显下降，其中复常

[2]叶维法.肝病治疗学[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231

57 例，复常率 83.8%，复常时间 1 周，平均复常时间 2.8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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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炮制方法对中药地黄化学成份的影响与分析
Effects and analysis of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 TCM Dihuang
韩清泉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82.4

新郑，451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33-02

【摘 要】 地黄由于炮制方法不同，处方时有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生地炭、熟地炭等处方用名。而不同的炮制方法，
可引起地黄有效药物成份的化学变化。掌握正确的炮制方法，炮制研究，药物功效及其炮制前后化学成份变化，对于临床选择处
方，提高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地黄；炮制方法；化学成分的；炮制研究；质量标准
【Abstract】 Due to the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of Dihuang，it has different names. The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can cause
chemical changes to the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of Dihuang. Master the correct processing methods, concocted research,
medicine’s efficacy and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have important meaning in the clinical prescription
selecting with the efficacy improving.
【Keywords】 Dihuang; Processing methods; Chemical constituents; Concocted research; Quality standard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5
中药成分复杂，在临床应用时均需要炮制。中药炮制方法
很多，涉及水处理、热处理以及酒醋药汁等辅料处理。无论采
取什么炮制方法，无疑都会引起药物化学成份的变化[1]。地黄

炮制作用和原理具有重要意义。
1

地黄的炮制方法

由于取材方便，作用独特而广泛应用于临床。而在处方时则分

地黄最早出典于《神农本草经》，为玄参科多年生草本植

别有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生地炭、熟地炭等处方用名。

物。因炮制方法不同而分为：鲜地黄、生地黄、干地黄、熟地

因此，选择正确的炮制方法，研究其炮制前后化学成份变化、

黄、熟地黄炭和熟地黄炭等。不同的处方药名，其药物化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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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份、药性和功效也有较大的差异。炮制方法：鲜生地：取鲜药

增加，还原糖含量增加。炮制成熟地黄后，还原糖增加 3 倍左

材，洗净，除去杂质，用时切厚片或绞汁；生地黄：10～11 月

右，研究表明，蒸制 24h 的熟地黄还原糖含量最高。地黄炮制

采挖鲜地黄后随即用无烟火烘炕，注意，控制制火力，要先大

后总糖量无明显差别，但熟地黄中水苏糖和棉籽糖较生地黄明

后小，炕每日要翻动 1～2 次，当块根变软、外皮变硬、里面

显降低，果糖含量增加。临床处方时依据病症而选之。通过

变黑即可取出，堆放 1～2d，使其回潮后，再炕至干即成。熟

HPLC 技术进一步研究地黄炮制加工过程中，糖类成分的变化。

地黄：取干地黄加黄酒 30%，抖和，和节器中，蒸至内外黑润，

结果发现，在鲜地黄的烘焙过程中，水苏糖发生了分解，生成

取出晒干即成。或取干地黄置蒸器中蒸 8h 后，焖一夜，次日

了棉籽糖和半乳糖，在炮制熟地黄时，蒸制后水苏糖、棉籽糖

翻过，再蒸 4～8h，再焖一夜取出，晒至八成干，切片后，再

发生了脱果糖反应，从而使果糖含量增加，生成了甘露三糖。

晒干。或取净生地，加黄酒拌匀，放置蒸制容器内，密闭，隔

地黄炮制后，氨基酸含量较生地黄明显降低，微量元素溶出率

水蒸至酒吸尽，药物呈乌黑色光泽，味变甜，取出晒干至外皮

变化不大。

粘液稍干，切厚片干燥，一般蒸制 3～4 次最佳。生地炭：取

3.2 地黄中有效成份及其功效

生地黄片，武火炒至焦黑色，发泡、鼓起时，取出放凉。或闷

地黄中的毛蕊花糖苷为苯乙醇类的代表成份，对神经系

煅法煅炭。熟地炭：取熟地片，武火炒至焦黑色，发泡、鼓起

统、免疫系统有明显作用。特别是对老年性疾病，免疫性疾病

时，取出放凉。或闷煅法煅炭。

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实验证明，地黄炮制对毛蕊花糖苷有破

2

炮制作用选方

坏，依次为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研究表明，生地黄炮制成
熟地黄，5-羟甲基糖醛含量增加 20 倍[3]。在蒸制过程中，5-羟甲

生地黄性味甘、寒。归心、肝肾经。为清热凉血之品，具

基糖醛含量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但超过

有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的功能。用于热入营血，温毒发斑，吐

52h，其含量开始下降。可能是长时间水蒸气造成损失或分解为其

血等。熟地黄药性由寒转温，味由苦转甜，功能由清转补。熟

他物资。地黄中含有水苏糖，具有防癌抗癌作用。是增强健康等

地黄质厚味浓，滋腻碍脾，酒制以补阴血，可借酒力行散，起

生理功能的低聚糖之一。鲜地黄中水苏糖含量最高，达总糖量的

到行药势，通血脉的作用。熟地黄性味甘温，归肝肾经。具有

64.9%，在干地黄中达 30%左右[2]。熟地黄具多糖具有免疫和抑

补血滋阴，益精填髓的功能，用于血虚萎黄、心悸怔仲，月经

瘤活性，并具有强心、降压、保护心肌、抑制血栓形成和降血

不调，崩漏下血，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遗精，内热消渴，

脂作用。生地黄长时间加热蒸熟后，部分多糖和低聚糖可水解

眩晕耳鸣，须发早白等。生地黄炭用于凉血止血；熟地黄炭则

转化为单糖。单糖含量熟地黄比生地黄高 2 倍以上。单糖物质

具有补血止血之功效。常见选方：生地黄：如清营汤；用于热

在体内易于吸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用。实验表明：地黄低

在血分，迫血妄行的吐血、尿血、崩漏下血等症状，如四生丸、

聚糖、地黄多糖可促进正常小鼠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并对

犀角地黄汤；用于热病伤阴，舌干口干或口渴多饮以及消渴症

放射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地黄多糖 b 能使 Lewis 肝癌细胞内

的烦渴多饮等症状，如益胃汤、玉泉散。此外，还可用于热甚

P53 基因的表达明显增加，具有抗肿瘤等作用[4]。

伤阴劫液而至肠燥便秘，如增液汤。熟地黄：四物汤，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六味地黄丸及其衍生出的其他地黄丸。
3

炮制研究

3.1 炮制对含苷类药物的影响
一般用酒作辅料。尽量减少与水的接触，以免随水分流失。

4

质量标准[2]
生地饮片水分不得超过 15.0%，总灰分不得超过 8.0%，酸

不溶性灰分不得超过 3.0%，水溶性浸出物不得少于 65.0%，毛
蕊花糖苷不少于 0.02%，梓醇不得少于 0.2%。熟地黄：本品为
不规则块片，表面乌黑色，有光泽，黏性大，质柔软而带韧性，

另外，要注意防止酶解，长期存放会分解，降低药效。所以常

不易折断，断面为乌黑色，断面有光泽，气微，味甜。毛蕊花

采用炒、蒸、烘、燀或暴晒的方法破坏或抑制酶的活性，以免

糖苷不少于 0.02%。

其被酶解。同时防止与酸接触。地黄主要含环烯醚萜单糖苷，

总之，不同炮制方法对中药地黄化学成份的影响很大，为

及其化合物，含有苯乙醇苷类、糖类、氨基酸、有机酸和无机

了提高有效药物含量，选择正确的炮制方法，研究其炮制前后

微量元素。地黄梓醇是环烯醚萜单糖苷，为地黄的主要有效成

化学成份变化、炮制作用和原理是十分必要的。

分。具有降血糖、利尿、缓泻作用。地黄因炮制方法及辅料不
同，炮制品中梓醇含量有所区别，其含量依次为生地黄>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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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筋刺法结合康复功能训练治疗周围性面瘫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with
acupuncture and rehabilitation functional training
曾路平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中医院，湖南 怀化，418200）
中图分类号：R745.1+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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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经筋刺法结合康复功能训练治疗周围性面瘫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0 例周围性面瘫者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 40 例采用传统针灸疗法，治疗组 40 例采用经筋刺法结合康复功能训练，10d 为 1 个疗程，间隔 2d，治疗 3 个疗程观察结
果。结果：对照组治愈率 52.5%，治疗组 75.0%，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临床痊愈所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P<0.05）
；结论：用经筋刺法结合康复功能训练治疗周围性面瘫，可以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经筋刺法；康复功能训练；周围性面瘫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nd rehabilitation functional training in treating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Methods: 8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40cases) were treated by acupuncture therapy,
treated group (40 cases) were treated by acupuncture and rehabilitation functional training, 10 days as a course. to observe the results after
3 course. Results: The cure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52.5%, while another was 75.0%.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f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clinical cure requires time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less.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functional training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Keywords】 Acupuncture; Rehabilitation functional training; Peripheral facial par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6
周围性面瘫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笔者运用中医适宜推

院针灸门诊及住院的周围性面瘫患者共 80 例，按就诊顺序随机

广技术经筋刺法结合康复功能训练治疗周围性面瘫取得良好

分为两组。治疗组 40 例，男 21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37.03±

疗效。现报告如下。

4.24）岁，最大 67 岁，最小 13 岁；平均病程（7.83±1.95）d。对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参照《神经病学》[1]中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诊断标准。临
床表现：患者面部表情肌瘫痪，额纹消失，不能皱额蹙眉，眼
裂不能闭合或闭合不全，鼻唇沟变浅，口角下垂，露齿时口角

照组 40 例，男 23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38.23±1.53）岁，
最大 66 岁，最小 15 岁；平均病程（8.03±1.74）d。经统计学
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 H-B 面神经功能分级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5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急性期给予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如激素

歪向健侧，鼓气、吹口哨漏气，食物易滞留病侧齿龈，或同侧

抗神经水肿、抗病毒、营养神经等.

舌前 2/3 味觉丧失，或患侧乳突部疼痛。

1.5.1 治疗组

1.2 纳入标准
①年龄在 12～70 岁之间者；②确诊为单侧周围性面瘫，

经筋刺法：患侧阳白四透（针向上星、头维、攒竹、丝竹
空），地仓与颊车之间阳明经筋排刺（两穴之间按照阳明经筋

并同意配合进行观察者；③首次发病并在 15d 内就诊者。

循行多针浅刺，每隔 0.5 寸 1 针）
、颧髎、太阳透地仓；配穴：

1.3 排除标准

闭目露睛加四白两透（针向目内眦、目外眦）及睛明；口歪甚

①年龄小于 12 岁或大于 70 岁以上者；②合并糖尿病、心、
肺、肝、肾等脏器严重疾病者，精神疾病者；③妊娠期或哺乳
期妇女；④脑血管病、脑肿瘤及颅脑外伤、颅内感染、腮腺炎、

者加下关；面瘫初起加风池、翳风、健侧合谷。睛明、下关用
捻转补法，余穴用捻转泻法。留针 20min，1 次/d。
康复功能训练：患者坐在镜子前进行患侧表情肌训练，做

脑外伤等并发面瘫者。

抬眉，闭目，鼓气，张嘴，努嘴，示齿，耸鼻等。无力的肌肉

1.4 一般资料

可用手指帮助练习，肌力达 I～III 级时做主动练习，肌力达 IV

所选病例来自 2009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怀化市洪江区中医

级就可用手指施加阻力，每次每组肌肉收缩 2s，连续 5 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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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练要有节奏，每个动作做 20 次，2 次/d。疗程与针灸治疗同步。

2

1.5.2 对照组

疗效标准与结果

2.1 疗效标准

传统针灸：以局部和远端取穴为主，取人中及患侧牵正、

参照 H-B 面神经功能评价分级系统[2]，标准确定如下：痊愈：

颊车、地仓、下关、太阳、阳白、睛明，健侧合谷，双侧足三

面部外观、运动功能恢复正常。显效：面部静止时对称，张力正

里、三阴交等。用 30 号 1～1.5 寸毫针平刺或直刺 0.3～1 寸，

常；仔细观察才能看出轻微的功能减弱，可能有轻微的联带运动，

早期用泻法，l 周后用补法，并加用艾条灸，留针 30min，患者

上额运动中等，眼轻用力可完全闭合，口轻度不对称。有效：有

局部有温热舒适感。

明显的功能减弱但双侧无损害性不对称，可观察到并不严重的联

两组 10d 为 1 个疗程，根据患者恢复情况治疗 2～3 个疗

带运动，挛缩和（或）半侧面部痉挛。上额运动微弱，眼用力可

程，每疗程间隔 2d。

完全闭合，口用力可移动口角，口明显不对称。无效：面部静止

1.6 观察指标

时不对称，上额不运动，眼不能完全闭合，口仅有轻微运动。

在开始治疗后观察所有患者的临床疗效，根据 H-B 面神经
功能分级量表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评价分级。

2.2 治疗结果

1.7 统计学方法

2.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中治疗组治愈率 75.0%，对照组 52.5%，有显著性差

采用 SPSS1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计量资料用 t 检验，

异（P<0.05）见表 1。

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n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40

30（75.0）

5

4

1

97.5

40

21（52.5）

12

5

2

95.0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2 两组疗效速度比较

组治愈天数明显缩短，见表 2。

两组的疗效速度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表明治疗
表 2 两组治愈人数在各疗程中的比例 [n（%）]
组别

n

第 1 疗程

第 2 疗程

第 3 疗程

治疗组

30

17（56.7）

10（33.3）

3（10.0）

对照组

21

6（28.6）

7（33.3）

8（38.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一般发病前多伴
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耳廓疱疹及外感风寒，长期以来认为本
病与嗜神经病毒感染有关[3]。
本病属祖国医学的“口眼歪斜”、
“卒口僻”等范畴，认为
劳作过度，机体正气不足，脉络空虚，卫外不固，风寒或风热
乘虚入中面部经络，致气血痹阻，经筋功能失调，筋肉失于约
束，出现本病。经筋刺法是是石学敏教授根据《灵枢•经筋》
有关理论，并结合长期临床实践及现代医学知识而创立。本病
选取手足三阳经筋循行于面部的要穴，如阳白、颧髎、地仓、
颊车等，采取多针排刺及一穴多针等，透穴浅刺直达病所，激
发经络之气，鼓舞阳明经气，健运脾胃以培气血生化之源，促
进气血运行，散瘀通经活络，使气血畅顺，营卫和调，肌肉经
筋得以充足的营养，颊筋自利而僻得愈。在局部解剖上，此针

传统治疗常常忽视病人对于功能恢复的主动性训练，缺乏
系统的功能康复训练，单纯以恢复期针灸治疗，疗效往往欠理
想，错过了神经恢复的最佳时机，而早期采用针刺结合康复功
能训练疗法治疗面神经麻痹，既能直接作用于面瘫的病因和病
位，又能主动和被动的运动瘫痪肌肉，有利于缩短病程，加速
痊愈，减少患者痛苦[4]。本观察将临床中经筋刺法与康复功能
训练相结合，相得益彰，缩短了治疗疗程，提高了治愈率，减
少了患者痛苦，取得了理想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贾建平.神经病学[M].6 版.北京: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335-337
[2]House JW.Facial nerve grading systems[J]. Laryngoscope,1983,93:1056-1069
[3]杨期东.神经病学[M].北京: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35-237
[4]谢辉,常小荣.针灸配合康复功能训练治疗面神经麻痹 50 例疗效观察[J].
中国中医急诊,2009,18(9):1398-1399

法所选要穴均位于面神经颅外段各分支的重要解剖位置上，既
可广泛刺激面神经颅外段分布区，同时避免过多的刺伤深层组
织，从而改善局部微循环，控制炎症发展，消除面神经水肿，
改善神经营养，促进神经组织代谢，提高神经兴奋性，增强肌
纤维收缩，有利于病损面神经功能的迅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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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针刀配合中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76 例临床报告
Reports on treating 76 cases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in
needle-scalpel plus TCM therapy
汪 洪 吴昊旻 丁本湖 黄

建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医院，安徽 马鞍山，243000）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37-02

【摘 要】 目的：观察小针刀配合中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方法：对 76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选用小针刀治疗，
配以中药内服治疗。结果：经两个疗程治疗，临床治愈 20 例（26.3%）
，显效 41 例（53.9%）
，有效 10 例（13.2%）
，无效 5 例（6.58%）
，
总有效率为 93.4%。结论：本法有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效的方法之一，在临床上具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 小针刀；中药；腰椎间盘突出症
【Abstract】 Objective: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needle-scalpel with TCM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76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needle-scalpel plus TCM medicine. Results: After two courses of treatment, 20 cases (26.3%) were cured, 41 cases (53.9%)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10 cases (13.2%) were effective, ineffective in 5 cases (6.58%),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3.4%. Conclusion: This
method has the Huoxue Tongluo analgesic effect, one of the methods of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effective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worth promoting.
【Keywords】 Needle-scalpel; TCM medicine; Lumbar disc herni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7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是因椎间盘变
性，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表
现的一种综合征。临床表现为腰痛伴或不伴下肢放射痛、麻木，

1.3 治疗方法
1.3.1 小针刀治疗
一般以周围治疗为主，选取棘间点、横突点、关节突关节

严重可出现行走无力甚至瘫痪。具有病程迁延难愈等特点，其

点、脊神经后支卡压点、股后和小腿后外侧点进行针刀松解治

中以 L4/5 和 L5/S1 椎间盘突出最为多见。目前中医外治疗法在

疗。器械选用华佗牌小针刀（许可证号：苏食药监械生产许

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也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和认可。笔者采用

2001-0020 号，注册证号：苏食药监械（准）字 2008 第 2270176

小针刀结合中药的方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76 例，现具

号）一周/次，2 次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

体报告如下。

1.3.1.1 韧带附着点以及腰椎上下关节突：在压痛点处，常规消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毒以刀口线和人体纵轴线平行刺入，当针刀刀口接触骨面时，
用横行剥离法，感觉肌肉和骨端之间有松动感时出针，以棉球
压迫针孔 1～2min。

病例来源于 2010 年 8 月～2012 年 8 月马鞍山市中医院骨

1.3.1.2 腰椎横突治疗点：在腰椎横突尖部（即压痛点处），常

伤科住院患者，临床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并与患者签署知情同

规消毒以刀口线和人体纵轴线平行刺入，当针刀刀口接触骨面

意书。其中男性患者 35 例，女性患者 41 例，年龄最小 20 岁，

时，用横行剥离法，感觉肌肉和骨端之间有松动感时出针，以

最大 81 岁，病程最短者 1 周，最长者 10 年。所有患者均行

棉球压迫针孔 1～2min。

CT 或 MRI 检查，突出部位 L3/4 者 10 例；L4/5 者 21 例；L5/S1

1.3.1.3 臀中肌治疗点：患者取俯卧位，常规定位消毒后，针刃

者 30 例；L3/4 和 L4/5 同时发病者 2 例；L4/5，L5/S1 同时发

垂直髂脊方向进针。由于此部位肌肉层以及脂肪层丰厚，故应

病者 13 例，其中 5 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腰椎管狭窄。

选择比较长的针刀。穿过筋膜层即可，采用线式松解 4～5 针，

1.2 诊断标准

在针刺过程中患者可有向腿部放散的麻胀酸重感，将针提至皮

参照 199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

下，按压局部疼痛减轻或消失即可出针。用无菌棉球或纱布按

结合相关临床病史体征和影像学检查，诊断应依据如下：①有

压局部 2～3min 后结束治疗。

腰部外伤、慢性劳损或受寒湿史；②常发生于青壮年；③腰痛

1.3.1.4 梨状肌治疗点：患者取俯卧位，常规定位消毒，针刃平

向臀部及下肢放射，腹压增加（如咳嗽、喷嚏）时加重；④脊

行皮神经走行方向进针，多点松解，穿过深筋膜层即可，如局

柱侧弯，腰生理弧度消失，病变部位椎旁有压痛，并向下肢放

部存在条索状包块，针刃平行包块的轴线方向行线式松解 3～5

射，腰活动受限；⑤下肢受累神经支配区有感觉过敏或迟钝，

针。如局部存在痛性结节，可行多点式松解 3～5 针。针刺过

病程长者可出现肌肉萎缩，直腿抬高或加强试验阳性，膝、跟

程中患者可感觉到局部酸麻胀重，有时可放散到臀横纹以下。

腱反射减弱或消失，拇趾背伸力减弱；⑥X 线摄片示脊柱侧弯，

将针拔至皮下后按压局部疼痛减轻或消失即可出针。局部按压

腰生理前凸消失，病变椎间盘可能变窄，相邻边缘有骨赘增生，

2～3min 结束治疗。无菌敷料覆盖进针点 24h。

CT 检查可显示椎间盘突出的部位及程度。

1.3.2 中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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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口服本科室经验方“消痹颗粒”，其药物组成：蒲公英 20g，

椎间盘突出症的根本原因是腰部的动态平衡失调及力平衡失

白花蛇舌草 20g，白芍 20g，川芎 20g，桃红各 15g，茯苓神各

调[3]。针刀融合了针灸治病的优势，以通经活血调整气血为原

15g，肉桂 20g，牛膝 15g，淮山药 20g，威灵仙 20g，黄芪 30g，

则，同时利用其切割松解的作用，解除腰椎部棘上、棘间及横

络石藤 15g，桑寄生 20g，蜈蚣 2 条。1 剂/d，分早晚两次饭后

突间韧带或肌肉撕裂、缺血缺氧、结疤和粘连等导致的疼痛症

温服，共观察四周。

状和神经受压表现，使椎体间活动度改善，改善了脊柱两侧的

1.4 观察方法

力学不平衡的客观存在。通畅局部气血，达到通而不痛的目的。

1.4.1 疗效标准

尤其对于腰骶部、臀部以及双下肢条索状硬物或者结节状痛点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中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

都起到了良好的疏通和止痛作用。

效标准拟定。治愈：腰腿痛症状消失，直腿抬高阴性，腰部功能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中医学“痹病”范畴，其病因病机主要

恢复正常，能胜任原来工作；显效：腰腿痛症状减轻，直腿抬高

为风寒湿三邪，外感邪气客于经脉。《诸病源候论•腰脚疼痛

接近 70°，腰部活动功能改善，基本恢复工作；有效：腰腿痛症

候》
：
“肾气不足，受风邪之所为也，劳伤则肾虚，虚则受于风

状有所减轻，直腿抬高大于 30°，腰部活动较前有所改善，但仍

冷，风冷与正气交争，故腰脚痛”。所以从另一方面我们也从

不能胜任工作；无效：症状、体征均无改善，不能正常工作。

内强调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内外并举，使疗效更为持久。

1.4.2 疼痛强度

“消痹颗粒”是马鞍山市中医院骨伤科的经验方，是全科十多

使用 McGill 简化疼痛量表进行评估，包括了 PRI 评分（其

年来治疗痹病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该方由蒲公英、白花蛇

中又包括了感觉分和情绪分）
，以及 PPI 评分和目测类比疼痛

舌草、白芍、川芎、桃仁、红花、茯苓、茯苓神、肉桂、牛膝、

评分法（VAS）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评估。

淮山药、威灵仙、黄芪、络石藤、桑寄生、蜈蚣等 16 味药物

1.4.3 改良日本骨科学会下腰痛评分（M-JOA）

组成，标本兼顾，从气血阴阳多个方面以通经活络达到消痹止

M-JOA 总评分最高为 29 分，最低 0 分，分数越低表明功

骨搜风、剔络除邪。桑寄生、牛膝、补肝肾，强筋骨，祛风湿；

能障碍越明显。
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及方差分析进行统
计学处理，统计软件为 SPSS17.0。
2

结

痛的功效。方中桂枝通阳宣痹，温经散寒；蜈蚣性善走窜，透
加大黄芪用量补气血，实肌表，防风湿；白花蛇舌草、威灵仙
理气血，通经络，止痹痛；桃仁和红花相须为用，辅以活血通
络。纵观全方，驱邪而不伤正，补益而不滋腻，阴阳互生，使

果

肝肾得补，气血得益，经络得通，痹痛自除。

治疗 76 例患者过程中无一脱失，最后 76 例患者均纳入统

小针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可以消除或缓解椎间盘突出导

计分析中。经两个疗程治疗后，治疗总有效率为 93.4%，其中

致神经根压迫所产生的一系列症状，近年来在临床上应用比较

临床治愈 20 例（26.3%）
，显效 41 例（53.9%）
，有效 10 例

广泛，但临床上要求医生必须熟悉相关骨性标志，避免神经、

（13.2%）
，无效 5 例（6.58%）
。在无效的 5 例患者中，有 3 例

血管的损伤，尤其在腰骶部操作时要求刀面抵达至此骨面，不

通过相关手术治疗后症状改善，剩余 71 例患者中通过 3 个月

仅可以突出针感，也可避免解剖禁区。操作时主要顺应肌束走

至半年的随访复发 3 例（4.23%）
。

形方向行纵行切割或者剥离，遇疤痕组织可适当地多方位小范

76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经 2 个疗程治疗后，患者在 JOA

围操作以解除局部黏连；在臀部以及双下肢行针刀操作时，如患

评分，PRI 评分，VAS 评分以及 PPI 评分方面的积分差值，和

者出现酸胀的针感，提示医生已达病所。小针刀操作周期短，治

治疗前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
，详见表 1。

疗有效时间窗长，常有立竿见影的疗效，从某种程度上说保障了

表 1 量表测评统计（ x ± s ）

患者的依从性。本研究采用中医内外合治的方法，创伤小，可在
治疗前

治疗后

JOA 评分

9.49±2.6

24.87±2.52*

PRI 感觉分

11.30±1.18

3.83±0.87*

PRI 情绪分

7.59±1.40

2.54±0.84*

PRI 总分

18.89±2.11

6.46±1.49*

VAS 视觉评分

7.59±0.65

2.06±0.56*

PPI 评分

3.49±0.50

0.92±0.51*

简化 McGill

29.69±2.62

9.35±1.85*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1。

3

讨

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临床表现为腰腿痛，腿痛重于腰痛，
腿痛呈典型的坐骨神经分布[2]。现代医学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主要是腰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导致刺激或压迫神经，产生了以根
性坐骨神经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系列症候群。小针刀疗法从中医
角度着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病机有了全新的认识：腰

临床中普及，且耗材小，成本低廉，适合在各大医院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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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出
版社,1994:201-230
[2]陈勤,宋跃明.四川省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治座谈会会议纪要[J].中国修复重
建外科杂志,2007,21(6):665-666
[3]朱汉章.针刀医学原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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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黄芪针治疗 AECOPD 机械通气患者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the AECOP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disease
with large doses of Huangqi injection
丘文军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 广州，510800）
中图分类号：R2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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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大剂量黄芪针治疗 AECOPD 机械通气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我院 ICU 收治 147 例的 AECOPD
严重呼吸衰竭需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在常规加强抗感染、解痉平喘，化痰及营养支持等
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静脉应用大剂量黄芪针（5%GS 100ml＋黄芪针 50 ml，静滴，2 次/d）
，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
呼吸状况、呼吸机使用天数及动脉血气分析改善情况及其疗效。结果：治疗后两组呼吸、血氧等生命体征及血气分析均有明显改
善（P<0.01）
，但治疗组改善更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比较，治疗组呼吸机使用平均时间为（31±6）h 明
显短于观察组的（36±8）h，治疗组 ICU 内平均住院时间为（5±2）明显适于观察组的（7±4）
，且治疗组的撤机成功率 91.2%
明显高于对照组 82.4%，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大剂量黄芪针可以明显改善 AECOPD 机械通气患者的呼吸、
血氧等生命体征及血气分析状况并明显缩短其机械通气时间、ICU 内住院时间，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黄芪针；机械通气；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large doses of Huangqi injection on treating the AECOP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disease. Methods: 147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nti-infective, antispasmodic, expectorant,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othe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was given large doses of
Huangqi injection mo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conditions, ventilator days and arterial blood gas
analysis improving. Results: Two sets of respiration, oxygen, other vital signs and blood gas analysi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after
treatment, but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nclusion: Large doses of Huangqi injection therapy we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e AECOP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disease.
【Keywords】 Huangqi injecti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8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

Disease，COPD）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以持续存在

疾病学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07 年修订版）
》诊

气流受限为特征，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COPD

断标准；②具有有创机械通气的具体应用指征：严重呼吸困难，

主要累及肺部，也可引起肺外各器官的损害，急性加重和合并

辅助呼吸肌参与呼吸并出现胸腹矛盾运动；呼吸频率>35 次/min；

症影响疾病整体的严重程度，也是导致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的

；
危及生命的低氧血症（PaO2<40mmHg 或 PaO2/FiO2<200mmHg）

呼吸系统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1]，是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

严重的呼吸性酸中毒（pH<7.25）及高碳酸血症；呼吸抑制或停止；

和多发病，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2002 年世界

嗜睡，意识障碍；严重心血管系统并发症（低血压、休克、心力

卫生组织（WHO）公布的资料显示，COPD 是目前世界上死亡

衰竭）
；其他并发症（代谢紊乱、脓毒血症、肺炎、肺血栓栓

的第五位病因，预计到 2020 年，COPD 将成为第三位死亡病

塞症、气压伤、大量胸腔积液）；NIPPV 治疗失败或存在使用

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合并呼吸衰竭（呼

NIPPV 的禁忌证[2]。

衰）是导致 COPD 患者住院最重要的原因，严重者通常需要建

排除标准：①不能配合或不能耐受有创机械通气者；②合

立人工气道使用呼吸机进行有创机械通气，以有效地引流痰

并有自发性气胸、其它非 COPD 急性加重原因引起需机械通气

液，维持必要的肺泡通气，降低 CO2，改善肺的气体交换效能，

者；③恶性肿瘤患者。根据排除及纳入标准收集我院 ICU 自

使呼吸肌得以休息，有利于恢复呼吸肌的功能。但 AECOPD

2008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 147 例的 AECOPD 且需进行

患者因营养状况差、呼吸肌无力等原因常存在撤机困难的情

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患者，其中男 96 例，女 51 例，平均年龄

况。笔者对 AECOPD 机械通气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应用

（71.4±8.2）岁，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

大剂量黄芪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肺疾病学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07 年修订版）
》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诊断标准，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 74 例，
其中男性 49 例，女性 25 例，平均年龄（71.5±7.9）岁；平均
体重（51.4±6.2）kg，APACHEII 评分平均（8.6±2.3）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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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照组 73 例，其中男性 47 例，女性 26 例，平均年龄（71.2±8.5）

末梢血氧饱和度（SPO2）并分别抽取动脉血作血气分析；记

岁；平均体重（51.1±5.9）kg，APACHEII 评分平均（8.1±2.8）

录所有患者机械通气时间及 ICU 内住院时间。比较两组患者

分。两组在性别、年龄、体重、病情严重程度（APACHEII 评

呼吸频率、心率、血氧饱和度、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及机械通

分）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本研究

气时间。

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4 统计学方法

1.2 研究方法

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t 检验（正

对照组常规给予应用抗生素（先予经验性选用广谱抗生
素，后根据痰涂片及培养结果进行调整）加强感染、雾化吸入
支气管扩张剂及糖皮质激素、应用化痰药氨溴索化痰、纠正水
电解质酸碱平衡、予肠内或肠外营养支持及加强翻身拍背排痰

态分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认为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等治疗，行经口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进行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呼

2.1 两组在治疗前后呼吸频率、心率、血氧饱和度及血气分析

吸机模式由患者病情决定。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静

结果变化

脉应用大剂量的黄芪针（5%葡萄糖注射液 100ml＋黄芪针

两组患者呼吸频率、心率、血氧饱和度及血气分析结果变化

50ml，静滴，2 次/d）
。

（见表 1）
，结果表明行呼吸机机械通气后两组呼吸频率、心率、

1.3 观察指标

末梢血氧饱和度（SPO2）及血气分析中的 PaO2、PaCO2、FiO2 均

两组患者予心电监护实时监测呼吸、心率、血压及血氧饱

有明显改善（P<0.01）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改善更为明

和度等生命体征并在上机时、上机后 30min、12h、24h、及撤

显（P<0.05）
；且撤机后治疗组呼吸频率、心率、血氧饱和度及血

机前、撤机后 12h、24h 记录呼吸频率（RR）
、心率（HR）及

气分析较对照组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

表 1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呼吸频率、心率、血氧饱和度及血气分析变化情况比较
RR（次/min）

HR（次/min）

SpO2（%）

PaO2（mmHg）

PaCO2（mmHg）

PaO2/FiO2

上机前

32±7

126±16

72±15

48±10

85±19

185±28

上机 30m

31±8

127±13

90±6

60±18

83±24

191±21

上机 12h

24±5

104±8

95±3

105±13

49±11

305±31

上机 24h

22±3

86±8

96±3

106±11

46±9

351±22

撤机前

21±3

84±6

97±2

106±14

44±7

350±24

撤机 12h

22±3

89±11

95±5

93±13

53±13

315±29

撤机 24h

23±4

91±13

93±3

87±12

56±15

291±25

组别

治疗组

观察组

上机前

31±9

124±17

76±9

48±10

73±11

185±28

上机 30m

30±8

123±14

91±7

61±20

80±19

196±19

上机 12h

27±6

110±11

92±3

96±11

58±9

273±30

上机 24h

24±6

93±8

94±2

101±8

55±8

289±29

撤机前

22±4

82±8

97±3

107±12

43±10

311±26

撤机 12h

24±5

99±10

93±5

91±15

61±19

286±28

撤机 24h

26±7

104±12

90±4

79±14

69±13

265±282.2

2.2 两组患者使用呼吸机时间、ICU 内住院时间及撤机成功率

见表 2。

比较
表 2 两组患者使用呼吸机时间、ICU 内住院时间及撤机成功率比较（n，%）
住 ICU 时间（d）

撤机成功例数

撤机成功率（%）

31±6

5±2

69

93.2

36±8

7±4

64

87.7

组别

上机时间（h）

治疗组
观察组

注：两组相比较，治疗组使用呼吸机时间、住 ICU 时间及撤机成功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

3

讨

论

或胸闷等症状时即为 COPD 急性加重（即 AECOPD）。在

COPD 是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特征性病

AECOPD 患者常因呼吸衰竭而需应用机辅助通气具有重要作

理生理学改变包括黏液高分泌、纤毛功能失调、气流受限、肺

用，可提高患者氧分压、纠正二氧化碳潴留；同时予加强抗感

过度充气、气体交换异常、肺动脉高压和肺心病以及全身的不

染、解痉平喘、止咳化痰、营养支持等治疗。单纯西药治疗因

良效应。当 COPD 患者因感染等因素出现持续的症状恶化，超

其长期反复应用抗生素容易出现泛耐药菌产生及机械通气后

出平时的正常变化范围，出现有咳嗽、咯痰、喘息、呼吸困难

出现呼吸依赖等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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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OPD 可归属于中医学“喘证”
、
“肺胀”等范畴，多由

率、心率、末梢血氧饱和度、PaO2、PaCO2、PaO2/FiO2 改善

久咳久喘发展而来。COPD 患者多数年纪大、病程长，中医多辨

方面及撤机成功率、ICU 内住院时间等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证本虚标实，以虚为本，多因气阴亏虚而致肺肾出纳失常、合

表明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大剂量的黄芪针可以显著改善

并脾气虚痰浊内生肺气升降出入失常情况，且尤以气虚为主；

AECOPD 机械通气患者的呼吸衰竭状态，缩短机械通气时间

后期可致心气衰惫、鼓动血脉无力出现喘脱重症。治疗方面多

且可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力，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

予补肺益气、益肾养阴为主。黄芪性微温、味甘，归属肺脾二

推广应用。

经，有具有补气固表、利水退肿、托毒排脓、生肌等功效。现
代医学研究表明黄芪类化合物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具有调节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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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阿呛穴联合开窍利咽棒、吞咽功能训练治疗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临床疗效的研究
Effect research on treating dysphagia after stroke by needling Aqiang point
combined with Kaiqiao Liyan stick and swallowing training
王彦华 杨海燕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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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针刺阿呛穴联合开窍利咽棒、吞咽功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效果。方法：将符合脑卒中
诊断标准且具有吞咽障碍的 90 例患者，随机分为针刺阿呛穴联合开窍利咽棒、吞咽功能训练（治疗组）和常规吞咽功能训练组（对
照组）
，治疗后对其疗效进行临床观察并对比两组治疗前后洼田饮水试验评分以及总体临床疗效的变化。结果：经综合治疗后两组
的洼田饮水试验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两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最后统计
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100%，对照组为 91.4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另外治疗组的痊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
论：针刺阿呛穴联合开窍利咽棒、吞咽功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疗效明显优于常规对照组，且方法简单易行，费用低廉，
便于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针刺阿呛穴；开窍利咽棒；吞咽功能训练；吞咽障碍；脑卒中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dysphagia after stroke by needling Aqiang point combined with
Kaiqiao Liyan stick and swallowing training. Methods: 90 cases of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given needling Aqiang point
combined with Kaiqiao Liyan stick and swallowing training) and control group (given common swallowing training).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effects an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is 100% and the control group is 91.43%.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eedling Aqiang point combined with Kaiqiao Liyan stick and swallowing training is easy, cheap and
worth of a wid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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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Needling Aqiang point; The Kaiqiao Liyan stick; Swallowing training; Dysphagia; Strok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19
吞咽功能障碍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之一，有报道称脑干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在我病区住院的脑卒中后伴有

卒中的发生率为 40%～70%，单侧半球的发生率为 35%左右[1]。

吞咽障碍的患者。入选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 1995 年中华

吞咽困难严重影响患者的营养摄入及口服药物应用，饮水呛咳

医学会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订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中

导致的吸入性肺炎，严重影响了患者病情的恢复，甚至可直接

有关脑出血和脑梗死的诊断标准[2]，且经过颅脑 CT 及/或 MRI

导致患者的死亡。笔者采用针刺阿呛穴联合开窍利咽棒、吞咽

辅助检查；②符合假性球麻痹的诊断标准：饮水呛咳，吞咽困

功能训练治疗该病疗效喜人，均拔出胃管，经口进食，现报告

难，软腭反射消失，咽反射存在等；③洼田氏饮水试验评定[3]

如下。

为 5 级；④生命体征稳定，血压≤180/105mmHg，能配合治疗。

1

⑤排除心肺功能衰竭和有严重误吸可能的患者。依据随机数字

资料与方法

表随机分入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一般资料比较见表 1。

1.1 一般资料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n

年龄（岁）（ x ± s ）

治疗组

45

对照组

45

组别

t值

男

女

61.33±4.19

20

25

61.61±5.34

21

24

－0.68

x2 值
P值

性别

病程（d）（ x ± s ）

缺血性

出血性

混合性

29.12±7.09

29

12

4

31.41±6.32

30

10

5

－0.72
0.06

>0.05

脑卒中类型

>0.05

0.35
>0.05

>0.05

注：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与训练方法

联合开窍利咽棒的刺激治疗。具体措施如下。

两组所有患者均采用以下治疗方案：①根据基础疾病及伴

①阿呛穴穴位定位[4]：阿呛穴位于咽喉部前正中线上，甲

发症状等按照其对应指南进行相关的西药对症治疗。②吞咽功

状软骨与环状软骨中间的凹陷中。②针刺方法：患者取去枕仰

能训练：涉及吞咽的咽肌主要是咽缩肌和咽提肌。咽缩肌主要

卧位，医者站在患者一侧，以左手食指指尖从喉结滑至其下方

功能是将咽腔封闭，将食团向下推进。咽提肌主要功能是上提

凹陷中即是阿呛穴。常规消毒，左手固定穴位，右手持直径

喉和咽，如果咽提肌功能异常，肌力下降，会导致喉和咽上提

0.30mm、长 40mm 毫针直刺约 8～12mm，至针下有落空感后，

的幅度和速度下降，严重时完全不能下降。

再缓慢进针至有阻力感时（此时针尖已至咽后壁）行雀啄强刺

因此针对咽肌功能异常我们通常采取下列几种方法：①口

激手法，诱发患者出现剧烈的咳嗽后立即出针[4]。③开窍利咽

唇闭锁练习可让患者口内衔以系线的大纽扣，操作者牵拉系

棒的制备：取 15g 天然冰片研末，倒入 180ml 纯净水中制成混

线，患者紧闭口唇进行对抗，尽量不使纽扣脱出。也可以进行

悬液备用。取 15cm 长的消毒棉签 120 根分别放入 120 根试管

旁拉嘴角或嘴角上翘、鼓腮、抗阻鼓腮等训练。②舌肌训练嘱

中，每根试管中分别加入 1.5ml 的上述混悬液后放置于冰箱冷

患者向前或两侧尽力伸舌，用舌触及两侧嘴角，练习舌的灵活

冻室，冷冻后开窍利咽棒即制备完毕，放置冰箱备用。④开窍

性；用压舌板抵抗舌根部，练习舌根抬高。此种训练方法可以

利咽棒的刺激方法：用开窍利咽棒刺激患者软腭、腭弓、舌根

提高舌对食物的控制及向咽部输送食物的能力。③下颌运动训

及咽后壁，刺激程度以能引导出患者恶心反应且能忍受为至，

练嘱患者尽量张口，然后松弛，下颌向两侧运动。对张口困难

直到开窍利咽棒溶解。上下午各做 1 次/d，应用 3～4 根/次开

患者，可以对痉挛的肌肉进行冷刺激或轻柔按摩，使咬肌放松，

窍利咽棒。

通过主动、被动运动，让患者体会开闭下颌的感觉。为了强化

吞咽训练及开窍利咽棒刺激对假性球麻痹患者越早进行越

咬肌肌力，可让患者进行以臼齿咬紧压舌板的练习。④上下唇

好。只要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稳定，即可开始进行，每日

训练戴手套将拇指和食指放于上下唇内外两侧，向上或向下牵

上、下午各 1 次，时间以两餐中间为佳。体位取半卧位或坐位。

拉 5～10 次，至少重复做 3 次/d。对于口腔警觉性差、肌张力

两组以 10d 为 1 个疗程，共进行 2 个疗程，疗程之间休息 1d。

异常的患者，此方法可改善面部感觉，降低或提高面颊肌张力。

1.3 疗效评定方法

⑤肌群运动训练指进行唇、舌、齿、软腭、咽、喉与颌部肌群

根据洼田氏饮水试验[3]进行疗效观察患者端坐，喝下 30ml

运动，包括缩唇、扣齿、伸舌、卷舌、鼓腮、吹气、咳嗽等动

温开水，观察所需时间和呛咳情况。1 级（优）5s 能顺利地 1

作。⑥促进吞咽反射训练用手上下按摩甲状软骨至下颌下方软

次将水咽下，为 1 分；2 级（良）5～10s 分 2 次以上，能不呛

骨，可引起下颌的上下运动及舌的前后运动，继而引起吞咽。

咳地咽下，为 2 分；3 级（中）5～10s 内能 1 次咽下，但有呛

此方法可适用于口中有食物却不产生吞咽动作的患者。

咳，为 3 分；4 级（可）10s 分 2 次以上咽下，但有呛咳，为 4

治疗组在上述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增加针刺阿呛穴

分；5 级（差）频繁呛咳，不能全部咽下，为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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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进食，需静脉补充营养；无效：5 级，完全不能经口进食。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

2.2 两组治疗前后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比较（见表 2）

数资料用卡方检验，疗效比较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分析。所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比较（ x ± s ）

有临床资料数据由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2

标准与结果判定

2.1 疗效标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5

5.00±0.00

1.79±0.61*#

对照组

45

5.00±0.00

2.90±0.24*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1，；治疗后两组间比较，#P<0.05。

痊愈：洼田饮水试验达 1、2 级，能正常进食；显效：达 3

2.3 两组临床总疗效比较（见表 3）

级，能基本进食，不需鼻饲，有呛咳；有效：达 4 级，能部分
表 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痊愈率（%）

治疗组

45

18

25

2

0

40.00

55.60

100

对照组

45

9

21

10

5

20.00

46.70

88.89

显效率（%） 总有效率（%）

注：经秩和检验，两组间比较 Z＝-2.070，P＝0.028。

3

讨

论

祖国医学没有吞咽困难的病名，但根据其主要临床表现归
入“中风”
、
“喉痹”
、
“舌謇”的范畴。中风后吞咽困难，其病
位在咽喉，与肺胃心密切相关，其病机为肺失宣肃，腑气不降，
窍闭神匿，神不导气。阿呛穴是孟建国医生的经验用穴，其位

得敏感，有效强化了吞咽反射，可很好的刺激咽反射所必需的
咽部压力感受器和水感受器，从而取得良好的咽反射的效果，
反复训练可以使吞咽反射易于发生，吞咽有力，从而促进了吞
咽功能康复。为此，我们结合祖国医学的优势，发明了临床简
便实用、疗效确切、价格低廉、便于临床尤其基层医院广泛推
广应有的开窍利咽棒，联合吞咽功能训练明显优于单纯的吞咽

于咽喉部，一方面可诱发剧烈的咳嗽，另一方面该穴可以治疗

功能训练，有效率达到 100%。开窍利咽棒制作方法简单，不需

中风后饮水呛咳、吞咽困难等症状，故而命名阿呛穴。依《素

特殊设备，便于临床各级单位尤其是基层医院开展。另在临床

问?阴阳应象大论》
“其高者，因而越之”的原则，针刺阿呛穴

的实际操作中我们还对家属进行简单培训，把吞咽功能训练要

诱发出剧烈咳嗽，使肺气得以宣发，而后复其肃降之职，如此

求制成小卡片，出院后家属可按要求对患者继续进行康复训练。

则道路通利，腑气得降；再者针刺后的剧烈咳嗽亦可使闭窍得
开，神机复原，故亦有醒脑开窍之功。而现代医学亦发现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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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91.43%。而既往研究[7]表明口腔冰刺激能增强吞咽前感觉
冲动的传入，降低口咽运动启动的阈值，缩短口咽反应的延迟
时间，加速吞咽运动。口腔冰刺激使得触发吞咽反射的区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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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血穴位注射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 32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2 cases of CVA by
the point injection
蔡洁武 1 洪壁芬 2 林桂贞 1 郑武定 1 林高翔 1
（1.揭阳市人民医院，广东 揭阳，522000；2.揭东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广东 揭东，5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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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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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自血穴位注射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2 例咳嗽变异型哮喘随机分为治疗组 32
例与对照组 30 例两组均使用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自血穴位注射治疗。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8%，
对照组为 73.3%，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咳嗽变异型哮喘在使用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基础上加用自血穴位注射
治疗，能明显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自体血；穴位注射；咳嗽变异型哮喘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point injection on treating the CVA. Methods: 6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2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others in the control.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almeterol an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powder inhalation,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point injection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3.8%, and 73.3% in the control (P<0.05). Conclusion: The point injection plus the salmeterol an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powder inhaler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CVA.
【Keywords】 Autologous blood; Point injection; CV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0
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CVA）是以慢性
咳嗽为主要或唯一症状的特殊类型的哮喘，临床主要表现为顽
固性干咳或胸闷症状，易被误诊为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或慢性咽
炎，从而大量应用抗生素而治疗效果欠佳。已知道自血穴位注
射治疗哮喘有较好疗效，但采用该方法治疗 CVA 尚未见公开
报道。笔者从 2008 年起使用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基础上
加 用 自 血 穴 位 注 射 治 疗 咳 嗽 变 异 型 哮 喘 （ Cough Variant
Asthma，CVA）32 例，并与单纯吸入上述药物 30 例进行了对
照观察。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年龄、病程、生活习惯、临床表现无明显差异（P>0.05），具
有可比性。
2

2.1 对照组
予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葛兰素史克集团公司生产，
商品名舒利迭，其中每吸内含 50μg 沙美特罗和 250μg 丙酸氟
替卡松），每日早晚各吸 1 次，咳嗽明显缓解后改为每日 1
吸，疗程 1～4 个月。
2.2 治疗组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参考中华医学会《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CVA 诊断标准
拟定[1]：①夜间和（或）清晨咳嗽为主，无明显喘息和呼吸困
难，持续或反复发作≥4 周。②肺功能和胸片检查基本正常，
查体无阳性体征，临床无明显感染征象。③支气管激发试验阳
性，或最大呼气流量（PEF）昼夜变异率>20%。④常规抗感冒、
抗感染治疗无效，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⑤排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自血穴位注射，取定喘、足三
里、膻中、肾俞、肺俞、脾俞，每次选用 2～4 个穴位，3d1
次。常规皮肤消毒，采用 7 号针头，静脉取血，对准穴位快速
刺入，然后慢慢地上下提插 2～3 次，患者诉有酸胀感“得气”
后，回抽如无回血，即将自体血缓慢地注入穴位，其中取定喘、
肺俞 1～2ml，脾俞、肾俞、足三里各 1ml，注射膻中穴时，先
斜刺于皮内注射一小丘，然后进针于皮下推注，继而进针深达
骨膜处将所剩血液注完。自血穴位注射 3 次为 1 疗程。间歇 3d
继续下一疗程。

除其他原因引起慢性咳嗽。
1.2 一般资料
62 例病人均为我院的门诊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 32 例，对
照组 30 例。治疗组 32 例，男 18 例，女 14 例，年龄 16～35
岁 15 例，35～55 岁 17 例。治疗组 30 例，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16～35 岁 14 例，35～55 岁 16 例。两组病例性别、

治疗方法

两组在治疗期间，忌食烟酒、海鲜、腌制品，禁食生冷、
甘肥厚腻、辛辣刺激之品和干果糕点食物，避免接触有毒有害
气体。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 疗效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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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拟定。临床治愈：咳嗽症

加重，且上述治疗仍有效；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无改善，咳嗽

状完全消失，3 个月以上无复发；显效：咳嗽咳痰症状明显缓解，

症状无减轻，甚至加重。痊愈、显效及有效之和为总有效率。

肺部体征消失，不影响正常工作；有效：咳嗽减轻，咳痰症状明

3.2 治疗结果
治疗 1 个月并随访 3 个月后，按疗效标准统计，结果见表 1。

显减少或消失，发作次数明显减少，或停药后症状出现但较前不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2

15

11

4

2

93.8*

30

5

9

8

8

73.3

对照组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4

讨

论

慢性咳嗽是内科门诊常见的症状，几乎涉及呼吸系统所有
的疾病，CVA 是的慢性咳嗽常见病因。CVA 是哮喘的一种特
殊类型，又称隐匿性哮喘，咳嗽是其主要症状，是由多种细胞
（如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T 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气
道上皮细胞等） 和细胞组份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患，以
持续气道炎症反应与气道高反应性为特点，其病理改变主要为
支气管平滑肌痉挛，气道黏膜水肿，炎性细胞浸润，嗜酸性粒
细胞聚集和支气管黏膜上皮损伤。由于这种炎症导致气道上皮
损伤，刺激上皮下裸露感觉神经末梢，兴奋迷走神经，神经冲
动传入延髓，使气道反应性增强，触发气道（咽喉部）一系列
协调反应效应，如咽痒、异物感、痰阻不适感，从而引起持续
顽固性咳嗽[3]。故消除气道慢性炎症是治疗 CVA 关键所在。西
医常用治疗药物有支气管扩张剂、吸入型糖皮质激素及抗组胺
药等。糖皮质激素吸入治疗 CVA 疗效肯定，但不能抑制所有
参与哮喘发病过程的细胞因子和炎性递质，部分患者对糖皮质
激素存在抵抗性，且有一定的不良反应，易产生依赖性；β2受体激动药可有效控制症状，缓解支气管痉挛，但复发率高且
不能长期、单独应用[4]。目前，长效 β2 受体激动剂和糖皮质激
素的联合应用为治疗支气管哮喘的经典药物，沙美特罗替卡松
粉吸入剂是其中代表药物之一，是目前临床应用较多的新型
平喘药物 [5] 。但是，由于吸入糖皮质激素需要特殊的气雾装
置及吸入技术，病人依从性差，特别是不正确的吸入方法使
吸入到达肺部的药量尤其是到达周围气道的有效药量更少，
治疗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没有喘息症状的 CVA
病人更是如此，这就促使我们寻找副作用小、效果佳的治疗
方法。
中医将本病归属于“咳嗽”范畴，临床可与“哮证”、
“喘证”互参 [6] 。其病位在肺，为外感失治，邪郁于肺，
肺气失宣，引动内伏之痰，痰气交阻，气道挛急，气机失
畅所致。
自血穴位注射疗法是抽取患者自体静脉血注入有关穴位
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肺俞是肺脏精气输注于背部的穴位，
具有输调肺气、止咳平喘、益气固表之功；膻中为“气会”，

定喘作为经外奇穴，穴位注射，可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调整
植物神经，降低过敏反应，对咳喘患者在止咳平喘、防止复发
等方面收效显著；肺俞和脾俞穴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穴位，肺俞
是肺的背俞穴，有调整肺气的作用，脾俞是脾的背俞穴，有健
脾化痰之功。采用自血进行穴位注射，一方面利用上述穴位对
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自血可在局部自身溶
血，并在机体内产生组胺样物质，使机体免疫力加强，降低各
种刺激引起的超敏感反应，抑制变态反应和毛细血管扩张，降
低血管通透性，减少炎症细胞浸润，从而获得治疗效果。国内
有研究表明自血穴位注射疗法尚可通过抑制 IL-13、IL-4、IL-5
的表达，增强 IL-10 的表达来发挥其对哮喘的免疫调节和抗炎
作用[7-8]。本研究结果显示，自血穴位注射疗法配合常规药物吸
入糖皮质激素、β2-受体激动药用于治疗 CVA 总有效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具有满意的临床疗效，值得采用该方法进行 CVA
的治疗。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哮喘组.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J].中华结核和呼
吸杂志,2005,28(11):737-744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25
[3]李翔宇,张冠琴,李怀臣.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气道病理与临床的相关性研
究[N].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08,43(2):121-123
[4] 殷凯生,杨玉.平喘药物的研究进展与合理应用[N].医药导报,2005,24(1):
31-33
[5]Calverley P, Pauwels R, Vestbo J, et al. Combinedsalmeterol and fluticasone
in the treatment of asthma: arandomized controlleal tial [J]. Lancet, 2003, 361:
449-456
[6] 徐 有 水 . 和 解 少 阳 法 治 疗 小 儿 咳 嗽 变 异 型 哮 喘 [J]. 中 华 中 医 药 杂
志,2008,23(5):460-461
[7]高丽,白赘,赵勇.自血穴位注射疗法对哮喘患者 IL-13mRNA 表达的影响
[J ].中医外治杂志,2007,16(4):12-13
[8]王斌,李俊雄,胡岳山,等.自血穴位注射疗法对哮喘患者 IL-4、IL-5、
IL-10mRNA 表达的影响[J].中医外治杂志,2005,14 (3):10-11

主一身之气，是宗气汇聚之所，它具有调宗气、利上焦、宽胸
膈、清肺热、降气通络之功效，主治咳嗽、气喘、胸痛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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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强电流电针刺激对急性脑梗塞偏瘫的即刻
疗效观察
Immediately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hemiplegia with instantaneous high curr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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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随机选取 2009～2012 年我院急性脑梗死经 OCSP 分型为部分前循环梗塞（PACI）或腔隙性梗塞（LACI）
的患者 22 例，平均分为观察组（基础治疗＋瞬时强电流电针刺激）
、和对照组（基础治疗＋常规针刺）
，每组 11 例。通过比对脑
梗死患者治疗前后 Fugl-Meyer 评定、ADL 评分，用以揭示瞬时强电流电针刺激和常规针刺干预对脑梗死患者运动功能损害的影
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瞬时强电流电针刺激治疗急性脑梗死病人，可有效改善病人大脑病灶的神经元细胞凋亡，提高患者的运
动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相较于对照组表现出显著的特异性效应。
【关键词】 瞬时强电流电针刺激；急性脑梗死偏瘫；OCSP 分型；Fugl-Meyer 评定；ADL 评分
【Abstract】 In this paper, 22 patients who in our hospital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by OCSP classification for partial an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 (PACI) or lacunar infarct (LACI) between 2009 to 2012 were randomly selected. 2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1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basic treatment and routine acupunctur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asic treatment and instantaneous high curr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ccording to compa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Fugl-Meyer Assessment and ADL score can reveal differences in efficacy between instantaneous high curr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nd routine acupun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eating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with instantaneous high curr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can improve symptoms, motor function and th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have a significant treatment effect.
【Keywords】 Instantaneous high curr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Hemiplegia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OCSP classification;
Fugl-Meyer Assessment; ADL sco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1
1

材料和方法
设计：随机对照临床实验。
对象：患者 22 例，均为在罗湖区中医院就诊的、经确诊

和 OCSR 分 型 为 部 分 前循 环梗 塞 （PACI ） 或 腔 隙性 梗 塞
（LACI）、且临床资料比较无差异的早期（48h 内）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并随机分为两组。
1.1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有关内容制定。

环梗塞（TACI）；②部分前循环梗塞（PACI）；③后循环梗塞
（POCI）
；④腔隙性梗塞（LACI）
。OCSP 临床分型标准如下。
1.2.1 TACI
表现为三联征，即完全 MCA 综合征的表现：①大脑较高
级神经活动障碍（意识障碍、失语、失算、空间定向力障碍等）；
②同向偏盲；③对侧三个部位（面、上肢与下肢）较严重的运
动和/或感觉障碍。多为 MCA 近段主干、少数为颈内动脉虹吸
段闭塞引起的大片脑梗死。
1.2.2 PACI

①突然发病，迅速出现局限性神经功能缺失症状，既往有

脑损害没有 TACI 那么广泛，常只有以上三联征的两个，

脑卒中发病的危险因素，具有脑梗死的一般特点，神经症状和

或只有高级神经活动障碍，或感觉运动缺损较 TACI 局限。可

体征可以用某一血管综合征解释。②CT 除外出血、炎症、肿

以为以下任一表现：①运动或感觉缺损＋偏盲；②运动或感觉

瘤等急性脑病，发现局部 rCBF 减少和脑功能活动低下病灶。

障碍+高级大脑功能缺损；③高级大脑功能缺损＋偏盲；④单

③临床应与脑出血、脑栓塞、颅内占位性疾病鉴别。

纯运动或感觉障碍，但较 LACI 局限（单肢轻瘫）
；⑤单独的高

1.2 OCSP 分型标准

级大脑功能障碍，必须损害在同侧半球。与 LACI 不同，在于

OCSP 分型标准（Oxfordshire Community Stroke Project，

出现了高级皮质功能障碍，而运动感觉缺损没有那么局限。提

OCSP，1991）
：是以原发的脑血管疾病所引起的最大功能缺损

示 MCA 远段主干、各级分支或大脑前动脉（ACA）及分支闭

时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将脑梗塞分为四个临床亚型：①全前循

塞引起的中、小梗死。一些年老患者很难区分 PACI 或 T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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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能确定是否有高级大脑功能障碍或视野缺损，如不确定，

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用药）
。两组均采用。

应视为 PACI，除非患者嗜睡。另外臂、腿的完全瘫痪与否是

1.6.1.2 瞬时强电流电针刺激

同 LACI 的区别。

基础治疗＋头、体针瞬时强电流刺激法治疗：取穴：根据

1.2.3 POCI

患者 CT 或 MRI 检查所示脑损害部位确定头针刺激区：上肢瘫

表现为各种程度的椎-基底动脉综合征：①同侧颅神经瘫痪

痪：对侧运动区中 1/3；下肢瘫痪：对侧运动区上 1/3；上肢麻

及对侧感觉运动障碍；②双侧感觉运动障碍；③双眼协同活动

木：对侧感觉区中 1/3；下肢麻木：对侧感觉区上 1/3；语言障

及小脑功能障碍，无长束征或视野缺损。为椎-基底动脉及分支

碍：运动、感觉、命名分别取颞上回、横回、下回根据患者神

闭塞引起病变范围大小不等、病情严重程度不同的脑干、小脑

经病损情况确定体针所取穴位上肢瘫取极泉、肩禺、曲池、内

梗死。

关、合谷。下肢瘫取秩边、环跳、风市、阳陵泉、足三里、悬

1.2.4 LACI

钟、解溪、太冲、昆仑。

表现为腔隙综合征，即纯运动性轻偏瘫、纯感觉性卒中、

操作：选取两组头针与瘫痪肢体穴位，将电流强度旋钮瞬

共济失调性轻偏瘫、感觉运动性卒中等，大多是基底节或桥脑

时开到 10（1～5s）
，迅速回零，依次刺激，刺激过程中可见患

小穿通支病变引起小腔隙灶。

者瘫痪肢体有强烈的抽搐。每次治疗可反复强刺激 2～3 次。

1.3 中医辨证标准

刺激过程中注意观察患者的表情、判断其耐受程度，发现晕针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1996）制定的“中

随时处理并出针停止强刺激。

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
。

治疗参数：电流强度：10（2mA）
；波形：疏密波

1.4 纳入标准

1.6.2 对照组

①发病在 24h 内、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的急性脑梗塞，年

基础治疗＋常规针刺；取穴：风池、内关（双侧）
、曲池、

龄要求≤80 岁，OCSP 分型属于部分前循环梗塞（PACI）与腔

环跳、足三里、人中、三阴交（患侧）
；操作；接 G6805 电针

隙性梗塞（LACI）、生命体征稳定的患者。②首次发病。③无

治疗仪。连续波，留针 25min。治疗参数：电流强度：2～4（0.4～

严重合并症及并发症。④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0.8mA）
；波形：连续波。

1.5 剔除标准

两组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进行进行 Fugl-Meyer 评定（运

①全前循环梗塞（TACI）②后循环梗塞（POCI）③脑出
血、脑栓塞等其他急性非缺血性脑病。④血压≥160/100mmng

动功能部分）
、ADL 评分。
1.7 统计学分析

或其它生命体征不稳定者。⑤空腹血糖＞8mmol/L。⑥有重要
脏器功能衰竭或病情危重的脑卒中患者。⑦患者智力低下或有
精神症状不能配合治疗。⑧妊娠及哺乳期妇女。所有患者自愿
参加实验，并书面签订知情同意书。实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组内及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实验流程

国务院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略。

1.6 治疗方法
将 22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常规针刺组，各 11 例。采
用 SAS 软件产生随机序列，随机编码表按病例入选先后顺序排

2.2 结果
2.2.1 两组治疗疗效比较
观察组痊愈 2 例，明显好转 3 例，好转 5 例，无变化 1 例，

列；随机分配方案采用密封不透光的信封密封并保存于罗湖中
医院。产生分配序列者不参加纳入患者。两组分别进行下列治

恶化 0 例，总有效率 99.09%；对照组分别为 0、1、5、4、1

疗方法。

例，总有效率 54.54%。治疗组的基本痊愈率和总有效率与对照

1.6.1 观察组

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

1.6.1.1 基础治疗

2.2.2 两组治疗前后运动功能评分、ADL 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运动功能评分、ADL 评分均明显提高，见表 1。

神经内科常规治疗，脱水降颅压、脑代谢活化剂等（根据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 Fugl-Meyer 评分、ADL 评分比较（ x ± s ，分）
Fugl-Meyer

组别

n

治疗组

11

34.63±19.55

对照组

11

34.35±19.36

ADL

治疗前

治疗后
70.25±4.87

治疗前
①②

63.38±5.00

39.88±11.63
39.00±11.78

治疗后
70.25±4.87

①②

63.38±5.00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P<0.001；②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结

论

和近期疗效，因此强调在急性期进行头针治疗；陆维康[18]认为

近年来，国内许多临床医生开始应用低频电刺激与针刺治
[12]

头针治疗缺血性中风病程在 3 个月以内者疗效较好，1 个月以

提出头针治疗中

内者疗效显著，其最佳时机应为发病半个月以内；在电针治疗

风的时机是疾病康复和提高疗效关键的一环，尤其是即刻效应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实验研究方面，余绍祖等通过针刺对急性脑

疗处于急性期的缺血性脑卒中，如东贵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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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梗塞患者体感诱发电位影响的观察发现，头穴针刺和电针刺激

刺激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缺血性卒中运动功能损害的恢复疗

能使患者降低的波幅明显提高，延长的峰潜伏期缩短，缺失的

效良好，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救治，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波幅重现，并与此前的文献报道基本一致，治疗前后统计学处
理有非常显著的意义（P<0.001，P<0.05）
。说明针刺头穴对急

参考文献：

性脑梗塞患者的 SEP 良好的调节作用，其机制可能是由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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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1997,3(2):68-69

的神经元或神经纤维数量增多，脑神经细胞的兴奋性增高所致。
上述研究给急性期针刺治疗带来了电生理学的可行性依据。随
着 SPECT 的出现，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应用 SPECT 研究针刺治
疗的原理，如丁虹等发现，针刺前 SPECT 显示脑梗塞患者脑内
不同区域有局灶性 rCBF 和脑功能活动低下区，留针刺激时原有
低下区不同程度改善，电针刺激时更为明显。定量测定结果示，

[3]黄如训,郭玉璞.脑卒中的分型分期治疗建议草案(全国脑血管病专题研讨
会-2000 年广州) [J].临床神经病学杂志,2001,14(1):60-62
[4]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M].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5, 10
[5]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J].1996,1
[6]陆维康.头针治疗中风偏瘫及其疗效的评估[J].中医杂志,1991,32(10):49
[7]东贵荣,王钊,吴宝柱.头穴治疗急性脑出血即刻效应的机理探讨[J].中国

留 针 时 脑 内 低 下 区 rCBF 和 脑 细 胞 功 能 增 高 多 在 15% ≤

针灸,1994,14(2):26

BFCR%<20%范围，而电针时多在 20%≤BFCR%<25%范围，电

[8]余绍祖,卢祖能.体感诱发电位对急性脑血管病患者肢体功能恢复的评

针的效应强于留针效应。避开病灶相对正常部位定量分析示，

价[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92(5)

留针时结果和正常人组电针结果大致相同；电针时表现全脑增

[9]丁虹,贾少微.神经核医学进展[M].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91-101

高，但是从 t 值仍可看出对侧丘脑、同侧基底节、双侧小脑皮质
和对侧半球皮质（对侧 t 值皆大于同侧）变化更为显著。
采用瞬时强电流电针刺激治疗急性期或超早期脑梗塞，观
察治疗前和治疗后患者的运动功能变化，并进行 Fugl-Meyer
评分（运动功能部分）
、ADL 评分，结果表明瞬时强电流电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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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丹针和黄芪针治疗病毒性肝炎的前瞻性研究
Prospective study on treating viral hepatitis by Xiangdan injection and
Huangqi injection
曾浪泉
（广东省梅州五华县中医医院，广东 五华，514400）
中图分类号：R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48-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香丹针和黄芪针治疗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我院收治的 177 例病毒性肝炎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88 例）和观察组（89 例），前者采用拉米夫定治疗，后者采用香丹针联合黄芪针治疗。结果：观察组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血清总胆红素（TB）、凝血酶原时间（PT）与对照组比较，皆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1）
。结论：香丹针和黄芪针治疗病毒性肝炎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应用。
【关键词】 香丹针；黄芪针；病毒性肝炎；治疗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Xiangdan injection and Huangqi injection on viral hepatitis. Methods: 177
viral hepatiti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88), and the treated (89). In the control lamivudine was given;
In the treated Xiangdan injection and Huangqi injection were given. Results: Th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serum total bilirubin
(TB) and prothrombin time (PT) in the treated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P<0.01).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lower than that
the control (P<0.01). Conclusion: Xiangdan injection and Huangqi injec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reating viral hepatiti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Xiangdan injection; Huangqi injection; Viral hepatitis; Treatment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2
病毒性肝炎（Viral hepatitis）作为国家法定的乙类传染病，
是由不同类型的几种嗜肝病毒（肝炎病毒）导致的以肝脏发炎

和坏死为特征的一组传染性疾病，主要特点为具有很强的传染
性、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发病人群广泛、发病率高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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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得到确定的肝炎类型有五种，分别为：甲型、乙型、丙型、

250ml 中，1 次/d，静脉滴注。黄芪针也采用与香丹针相同配比

丁型及戊型病毒性肝炎，一些乙型、丙型和丁型肝炎患者会转

方式进行滴注。30d 为 1 个疗程，根据病人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

化为慢性肝炎，严重者会导致出现肝硬化或原发性肝细胞癌，

疗程数。

严重的威胁人民群众的健康[1]。本文对我院收治的 177 例病毒

1.3 观察指标

性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进而对香丹针和黄芪
针治疗病毒性肝炎的疗效进行评价，现报道如下。
1

治疗完成后组织患者统一测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血清总胆红素（TB）、凝血酶原时间（PT），由专
人记录保管。

资料与方法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4.0 处理，检测数据以（ x ± s ）表示，并采用 t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9 月收治的 177 例病毒性肝
炎患者，其中男 93 例，女 84 例；年龄 28～63 岁，平均年龄（34.6
±3.8）岁；病程 1～4 年，平均病程（2.3±0.8）年；其中甲型
68 例、乙型 76 例、丙型 13 例、丁型 10 例及戊型 10 例；所有

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P<0.05 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患者的诊断依据西安第十次全国病毒性肝炎会议（2000 年）修

观察组发生恶心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12%（1/89）
。

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的标准[2]。随即分为观察组（89

对照组发生恶心 4 例、腹痛 5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0.23%

例）和对照组（88 例）
，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肝炎类型、

。不良反应
（9/88）
，组间比较差异显著（x2＝6.8796，P<0.0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血清总胆红素（TB）
、凝血酶原时

均在停止用药后自动消退，血、尿常规等各项检查均未出现由

间（PT）等方面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药物产生的异常。

1.2 治疗方法

2.2 两组相关指标的比较
观察组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清总胆红素（TB）、

对照组在采取降酶、保肝、调节免疫功能治疗的基础上采
取拉米夫定进行治疗，拉米夫定采用片剂，100mg/d，服用 1

凝血酶原时间（PT）与对照组比较，皆优于对照组，组间比

次/d。观察组采取与对照组相同的治疗方式，由香丹针和黄芪针

较差异显著（分别 t＝5.8125、7.3724、5.8759 均 P<0.01），见

替代拉米夫定进行治疗。取 30ml 香丹针加入 5%的葡萄糖液

表 1。

表 1 两组相关指标的比较（ x ± s ）
组别

例数（n）

观察组
对照组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IU/L）
▲

89

74.32±44.14

88

124.74±68.75

血清总胆红素（μmol/L）
54.62±39.96

凝血酶原时间（s）

▲

109.46±57.53

14.54±1.33

▲

16.35±2.58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黄芪针中的有效成分是从黄芪中提取浓缩而成。具有改善
气血循环，祛邪留正，养护心脉，健脾祛湿等功效。对于治疗
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慢性肝炎和慢性活动性肝炎具有良好的效
果[3]。香丹针又称为复方丹参注射液，有效成分是从丹参、降香
两味中药中提取浓缩而成。具有增加冠脉血液量、镇静、防治
心肌缺血缺氧、扩张冠脉、清除自由基、保护肝脏、降低 ALT、
促进肝细胞再生、提高脏器血液循环等功效，起到改善机体免
疫和肝细胞修复等的作用，可以运用于多种临床疾病治疗[4]。
在临床上运用香丹针和黄芪针治疗病毒性肝炎是要注意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调节患者的静脉滴注速度和疗程数。一旦在
用药过程中发现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应及时停止用药，待不良
反应自行消退后方可继续用药。治疗后，观察组的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ALT）
、血清总胆红素（TB）
、凝血酶原时间（PT）与
对照组比较，皆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1）。
说明香丹针和黄芪针在治疗病毒性肝炎过程中能有效调节各
项指标，起到对病毒性肝炎很好的治疗效果。在治疗过程中，
观察组发生恶心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12%（1/89）
。对照
组发生恶心 4 例、腹痛 5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0.23%（9/88）
，

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1）。不良反应均在停止用药后自动
消退，血、尿常规等各项检查均未出现由药物产生的异常。说
明香丹针和黄芪针在治疗病毒性肝炎过程中对患者副作用小，
可能主要是因为是中药制剂，药性温和，不但能起到治疗作用
还能起到对身体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香丹针和黄芪针治疗病毒性肝炎不但能取得很
好的治疗效果，而且还能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副作用小，
起到对患者身体的改善作用。有利于患者快速恢复到以前的生
活水平，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王淑芹.针灸治疗病毒性肝炎[J].中外健康文摘,2012,9(27):218-219
[2]朱新功,何小敏,何小峰,等.小剂量普通肝素治疗重度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临床研究[J].海南医学,2012,23(6):6-7
[3]朱勤,杨育林,杨小乐,等.黄芪针穴位注射治疗慢乙肝临床研究与中医外治
理论探讨[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29(12):2695-2697
[4]徐德厚.香丹针注射阳陵泉穴治疗肩周炎 89 例[J].按摩与康复医学,2011,2
(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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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 Meige 综合征案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acupuncture on treating Meige syndrome
赵 政
（沈阳市中医院，辽宁 沈阳，110000）
中图分类号：R4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50-01
证型：GDA
【摘 要】 本文旨在通过临床观察，发现针灸在治疗 Meige 综合征方面有良好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针灸；Meige 综合征
【Abstract】 Through clinical observation, the acupuncture has a good effect on treating Meige syndrom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
【Keywords】 Acupuncture; Meige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3
患者甲，女，50 岁，2012 年 4 月以“双眼睑痉挛伴口部

能通过调血而达到熄风之效，其经脉偱行还“挟口环唇”又涉

不自主运动 5 个月”为主诉就诊，患者自述 5 个月前因颈部不

及口唇，故选择。风池，治风要穴，可以熄风，又因阳跷脉终

适进行针刺治疗，因神经紧张和感觉室内寒冷，针刺后第 2 日

止于此而取，照海，八脉交会穴，连阴跷脉，因阴阳两跷共司

出现略有畏光，同时双眼不时眨眼，后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

眼的开合而采用远近取穴方式选择两穴；太冲穴其意有三：从

同时伴有口部不规律运动，精神集中于其他事务时减少或消

脏腑看，肝开窍于目，太冲为肝经原穴，脏腑原气经过留止之

失，睡眠中消失，伴有胸锁乳突肌前缘近咽喉处不适，自己感

处；通过调整脏腑，而治疗病所；从经络偱行看，肝经又“连

觉疑有“硬结样”物体，用手按压时自己感觉眨眼减轻。3 个

目系”，也需要原穴来调整。第三太冲还能熄风止痉之用，以

月前因症状加重就诊于某西医院，诊断为“Meige 综合征”
，予

缓解其抽动。太白脾经原穴，因脾主肌肉，又开窍于口，且眼

氯硝安定片口服治疗。患者间断服药，后因感觉药物副作用较

胞又属脾所主的“肉轮”，故选择。另外因患者有颈部不适感

多，减少服药。但服药期间发作频率有所减少。查体：神清，

故选择天窗穴，其不仅能治疗颈部不适还因小肠经“至目锐

智能正常，形体偏瘦，颅神经（3～12 神经）检查未见异常，

眦……至目内眦”的经络偱行而治疗眼目之疾。留针 40min 并

眼睑不自主收缩，伴皱眉，达 30 次/min 左右，3～5min 后缓

通过浅刺激长留针以镇之以静。因患者阳虚之状明显故采用灸

解，间歇数秒后再次发作，睑结膜无充血，口部有撅嘴和类似

法，以关元气海助阳散寒。与针刺承浆也根据上下取穴的原则，

说话样不规律运动，频率同眼睑异常运动。发作时见下颌内收，

符合内经中所说“阳气者……柔则养筋”，以温养经脉。总结

伴轻度颈阔肌收缩。颈部胸锁乳突肌前缘未触及明显硬结样物

此例，觉得今后治疗时还应注意以下方面，一是注意调神，因

体。舌青紫湿润，苔薄白，脉沉，双尺脉弱，右尺为甚。辅助

此类患者多有 Tricks 现象，
即精神集于他物时症状减轻或消失，

检查：血，尿常规正常，头 MRI 未见异常，经颅多普勒见双

所谓得神者昌，特别是心经穴位的选用，因其“系目系”的经

侧大脑中动脉血流减慢。既往健康，无家族遗传病史，无长期

络联系和心主神明的脏腑功能，今后治疗当重视。二是重视调

服用精神抑制药、抗焦虑药精神及抗帕金森病药等。予针灸治

血，本病更相似于内风，所以治疗时应注意调血，所谓“治风

疗：取局部穴及肝脾原穴和八脉交会穴为主以针刺：百会；四

先治血，血行风自灭”，选择膈俞，血海等穴位或阳明经穴，

白；承浆；风池；照海；太白；太冲；蠡沟（双）；天窗。取

因其多气多血。关于本病的病名，笔者个人认为“痉病”的叫

0.35mm×40mm 毫针，常规针刺，但手法都以轻度捻转提插为

法不是很恰当，痉病更是一种被动的肌肉抽搐，不会因精神集

主，针感以患者微觉为主，留针 40min。因患者舌脉体现阳虚

中于他物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睡眠而消失。但还未想起与其相

为主，故针后以灸温阳补虚，灸悬气海、关元 20min。治疗首

对应的名称。其三，本病治疗时，通常可能病程比较长了，这

次后，次日连续眨眼症状减轻，后连续治疗 14 次，症状较第

例患者已经 5 个月了，所以根据久病入络的理论，选择络穴和

一次有明显减轻，因患者移居外地外出而终止治疗。

或刺络的方式，另外可以利用经筋理论论治，如足太阳为目上

按语：Meige 综合征，也称特发性眼睑痉挛-口下颌肌张力

冈，足阳明为目下冈等。再有根据辨证能配合如中药内服等其

异常综合征。一般起病比较隐匿，本例患者看似有明显的“诱

他治疗手段可能会取得更好的疗效。但上述思路只是针对此患

因”，考虑是疾病后焦虑状态，但未行相对的焦虑抑郁量表进

治疗的思考，方法的选择还是根据患者证的不同，而各有侧重。

行判定。在选穴中主要以经络所过主治所及的原则，其中承浆
属任脉，可治疗口周局部症状，《针灸甲乙经》中有“口噤互
引，口干，小便赤黄，或时不禁，承浆主之。”记载。还因任
脉“循面，入目”的偱行而治疗眼部疾病；百会为督脉穴，可

作者简介：
赵政（1978-），男，汉族，辽宁沈阳人，职称：主治医师，学位：硕
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针灸临床治疗。

以治疗头面部疾患，为诸阳之会，属局部用穴取其助阳缓急。
四白穴属足阳明经，足阳明脉气所发之处。阳明经多血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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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配合推拿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120 例
Treating 120 cases of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by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李建欣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河南 濮阳，457001）
中图分类号：R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51-02

证型：ADI

【摘 要】 目的：观察针刺、推拿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方法：对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的门诊病人 120 例进
行针刺、TDP 照射和推拿治疗。10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结果：治愈 82 例，好转 34 例，未愈 4 例，总有效率为
96.67%。结论：该方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显著。
【关键词】 神经根型颈椎病；针刺；推拿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in treating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From Oct 2009 to Oct 2012, 120 outpatients were treated in acupuncture, TDP irradiation and massage.10 days as a course, clinical efficacy
was recorded after 1 course of treatment. Results: 82 cases were cured, improved in 34 cases, 4 cases no heale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67%. Conclution: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has a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reating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Keywords】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Acupuncture; Mass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4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颈椎病各型中发病率最高的，主要是因

肘关节屈曲并托住患者下颌，手扶健侧颞枕部向上缓缓用力拔伸，

为保持坐姿时间过长而出现颈椎椎体或小关节错位、椎间盘突

另一手拇指置于患处偏歪棘突处，将患者头部向一侧旋转至接近

出而引起相应症状。临床表现为颈项部僵硬，活动受限，颈肩

限度时，用适当力量使头部继续向该侧旋转 5°～10°，多数可

痛伴有上肢疼痛无力、手指麻木等。笔者运用针刺、TDP 照射

听到小关节弹响声。旋扳法 3 日 1 次，手法应柔和，禁施暴力。

和推拿治疗本病 120 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3 疗效标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0 例均为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的门诊病人，其
中男 52 例，女 68 例；年龄最小 29 岁，最大 62 岁；病程最短
10d，最长 12 年。所有病例均作颈椎 X 线正侧位和双斜位片，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
判定。治愈：原有症状消失，肌力正常，颈、肢体功能恢复正
常，能参加正常劳动和工作；好转：原有症状明显好转或减轻，
肌力恢复，颈、肢体功能改善；未愈：症状无改善。
2

提示骨质增生 68 例，生理曲度改变 32 例。部分病人作 CT 或
MRI 检查，提示椎间盘突出 46 例，椎管狭窄 25 例。
1.2 治疗方法
1.2.1 针刺治疗

结

果

120 例治疗 1 个疗程后，治愈 82 例，好转 34 例，未愈 4
例。总有效率为 96.67%。
3

典型病例

取穴：风池、颈夹脊、大椎、曲垣、肩井、肩髃、曲池、

患者甲，女，45 岁。2011 年 8 月就诊。主诉：颈项部酸

外关、合谷、列缺、悬钟。针刺方法：令患者仰卧位，列缺、

困伴右上肢麻木半月。每当伏案工作时症状加重，曾服中西药

悬钟穴位常规消毒后使用华佗牌 30 号 1.5 寸针灸针，
进针 0.5～

治疗而未见效，检查颈项部肌肉紧张，C4.5.6 棘突右侧压痛明

1.3 寸，用捻转泻法，边捻转边让患者做头颈部左右旋转，缓

显。叩顶试验（＋）
，臂丛牵拉试验（＋）
，椎间孔挤压试验（＋）。

慢运动。然后将针取出，不留针。再俯卧位，风池、颈夹脊等

颈椎 X 片提示：颈椎生理弧度消失、变直，C3.4.5.6 锥体前缘

穴常规消毒后，进针 0.5～1.3 寸，用平补平泻法。得气后留针

及后缘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质增生。诊断为颈椎病（神经根型）。

20min，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同时用 TDP 照射项背部。

按上法治疗一次后诸症明显减轻，1 个疗程后症状全部消失，

1.2.2 推拿治疗

阳性体证消失，随访半年无复发。

患者俯卧位，医者用揉法和滚法放松颈肩部、上背部肌肉
约 5～10min。再仰卧位，用两手自颈胸椎向上揉至玉枕部数遍，
一手托住病人枕部，另一手扶于下颌，在病人呼气时牵拉颈椎
2～3 遍。患者端坐，按揉大椎、肩外俞、肩中俞、肩髃、曲池、
外关等穴，拿捏两侧颈肌，推肩臂部。然后做颈椎旋扳法，医者

4

讨

论

是颈椎病属中医学“痹证”范畴，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
多发病。肝肾亏虚、精血不足、筋骨失养是颈椎病发生的内因。
（下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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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奇经八脉”理论结合针灸在“卵巢早衰”诊疗
思路的应用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Eight Extraordinary Meridians” theory with
acupunctur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OF
李小英 陈秋叶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广东 珠海，519001）
中图分类号：R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52-02
【摘 要】 对于卵巢早衰（POF）的治疗，中医从奇经八脉结合针灸等方面论治，在 POF 的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奇经八脉；针灸；卵巢早衰
【Abstract】 The Eight Extraordinary Meridians with acupun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POF.
【Keywords】 The Eight Extraordinary Meridians; Acupuncture; POF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5
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POF）是一种多病

濡养，经水渐断；肾阳不足，不能温化肾精以生天癸，冲任气

因所致的卵巢功能衰竭。妇女在 40 岁以前闭经半年以上。至

血不通，胞宫失于温养，月水难至；肾精不足，天癸难充，冲

少两次（间隔至少 1 个月）血清促性腺激素 FSH>40IU/L 或

任失畅，胞宫失养，月经的化源亏乏。故认为卵巢早衰是以肾

LH>30IU/L，E2<25g/L 即可诊断卵巢早衰。临床常伴有围绝经

阴虚为主，兼肾阳不足。

期综合征（如潮热、多汗、情绪不稳定、性欲低下、阴道干涩

1.2 “七情”致病因素是卵巢早衰的诱因

等）症状。中医学中与此病类似的记载散见于“闭经”
、
“血枯”、

目前的社会环境女性在社会生话中的压力越来越大，常引

“不孕症”等病中。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有女子“二七而天

发精神紧张及情志焦虑、抑郁等情绪波动。“怒则伤肝，喜则

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七七任脉虚，太冲

伤心，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这些分别反映了这

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二七经行、

些因素引发女性之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等情绪波动，致情志

七七经止为女子正常生理变化过程，为何会出现女子月经不循

不舒，肝失疏泄，气机郁结，郁久化火，暗耗气血，气血不足，

其常，经水早绝的现象呢?《景岳全书》曰：
“正因阴竭，所以

不能够滋肾填精、下养胞宫胞脉，且肝失条达，影响中焦升降

血枯。枯之为义，无血而然，故或以羸弱，或以困倦，或以咳

纳运之功能，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运化水谷功能低下，精微

嗽，或以夜热，或以食饮减少，或以亡血失血，及一切无胀无

不生，气血不足，后天不能养先天，故天癸匮乏，冲脉精血竭，

痛，无阻无隔，而经有久不至者，即无非血枯经闭之候。
”
《沈

任脉气衰，胞宫胞脉失养，肾-天癸-冲任-胞宫不能协调一致维

氏女科辑要笺正》也言：“然禀赋不齐，行止皆无一定之候，

系正常功能，而致经血无主，血海空虚，月经早绝。

柔弱者。年未不惑而先绝。
”

1.3 “六淫”导致血瘀是卵巢早衰的病理发展

目前西医主要是采用激素替代疗法以改善低雌激素水平

“六淫”与妇科关系密切的是寒、热、湿邪，因寒、热、

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常用的有雌激素及雌、孕激素的序贯治疗。

湿邪易于血相搏而发生卵巢早衰。寒为阴邪，寒性收引，主凝

但是激素替代疗法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及乳腺癌的风险，所

滞，易使气血阻滞不通。热邪结聚冲、任、胞中，使气血壅滞。

以对于未生育过的妇女是否合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中医

湿为阴邪，其性黏滞，
《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
“诸湿肿满，

药在治疗卵巢早衰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方面均有令人鼓舞的消

皆属于脾。”脾的运化和输布津液的功能下降引起的水湿痰浊

[1]

息。如陈氏 治疗卵巢早衰 2 例，痊愈 11 例，有效 3 例，无

在体内蓄积停滞致病。对大部分卵巢早衰患者而言，脉络瘀滞

效 3 例，柴氏[2]治疗 2 例，均收显效。目前运用奇经八脉理论

是卵巢早衰持续存在的病理状态，对本病的发生、发展起着关

关于防治卵巢早衰还进行的不够深入，在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键作用。卵巢早衰的主要临床表现为闭经。“闭”则不通，临

之际，我们首先对卵巢早衰的中医病因病机加以探讨。

床上多存在淤血阻滞的病理改变。淤血阻滞，冲任脉受阻，血

1

病因病机

1.1 肾阴虚为主兼肾阳虚是卵巢早衰主要病因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
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

海无以满盈而致卵巢早衰。
2

“奇经八脉”理论治疗卵巢早衰

2.1 “冲任督带”脉循行路线
冲、任、督三脉同起于胞中，一源而三岐。带脉环腰一周，

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卵巢早衰的临床特点是未至七

络胞而过。冲、任、督在下腹部的循经路线正是女性生殖器官

七，但已出现“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即“天癸旱

所在部位。

枯”。肾阴不足，精亏血少，天癸不足，冲任血虚，胞宫失于

2.2 “冲任督带”的功能作用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9 期
“冲任督带”四脉具有如湖泊水库一样的蓄存功能。李时
珍《奇经八脉考》明确的指出：“盖正经犹夫沟渠，奇经犹夫
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冲脉为血海，为十二经
之海，广聚脏腑之血；任脉主胞胎，为阴脉之海，总司精、血、
津、液等一身之阴；督脉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带脉约

-53子宫穴、三阴交、中极穴共为主穴，起到了调经、活血、祛痰
湿的作用。脾俞、肝俞、肾俞等穴可起到健脾疏肝补肾的作用。
3

讨

论

现代医学对 POF 的治疗主要以激素替代疗法、诱导排卵、

束诸经，使经脉气血循行保持常度。故任通冲盛，督带调约使

免疫抑制剂应用为主，但存在停用后复发率高，且患有子宫肌

子宫血气满盈。叶天士云：
“经水必诸路之血，贮于血海而下，

瘤、乳腺增生、糖尿病及血栓等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不宜采

其不致崩决淋漓者。
”

取。因而探讨奇经八脉结合针灸治疗取代激素治疗很有必要，

任脉为之担任，带脉为之约束，维跷脉为之维护，督脉以

针灸疗法，是一种自然的、疗效好的、无副反应的治疗方法，

总督其流摄。卵巢早衰的临床最早的表现时是闭经，可见已出

肾主生殖，POF 表现为生殖功能的低下与消失，所以 POF 的

现“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
，即“天癸旱枯”
。要使任

基本病机是肾虚。同时，由于病程长，无论何种病因病机均可

通冲盛，天癸足，从奇经八脉中冲脉、任脉、督脉、带脉结合

出现瘀滞，或因虚致瘀，或因实致瘀。可见肾虚血瘀是 POF

子宫、三阴交、中极、关元、肝俞、脾俞、肾俞等穴。
《素问•

的基本病机同时，脾的运化以旺盛气血，肝的疏泄使血海蓄溢

骨空论》
“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骨中央指小腹部

有度均对月经的维护起着重要作用。所以，POF 的治疗大法是

的胞中。相当于关元、中极穴深部。又按现代医学卵巢乃子宫

补肾健脾疏肝活血。该针灸治疗中，关元、肾俞、关元俞等补

之附件，是维持妇女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部分，而子宫穴深部

肾气、滋肾阴，足三里、脾俞、肝俞、太冲等健脾疏肝，三阴

恰好为卵巢部位。故治疗卵巢早衰注重病位所在，局部取穴关

交补肾健脾疏肝，子宫、中极、等可局部养血活血，共奏补肾

元、中极、子宫。气冲乃冲脉所出之处关元、中极乃足三阴与

健脾、疏肝活血之功。

任脉交会处，而关元又是冲脉与任脉交会穴，这几个穴即在胞

POF 在发生前常有许多前期病变的出现，如月经延后、月

宫临近，又是调冲任的要穴。足三阴经，肝藏血，脾生血、统

经量少或崩漏以及烘热汗出、烦躁等卵巢功能低下的表现，必

血，肾藏精，与妇女生理关系密切，是治疗妇科病的要穴，所

须引起重视，宜早期采用中药、针灸、按摩导引、心理调节、

以，用关元、中极、子宫配三阴交，形成局远配穴，再以上述

食疗摄生等综合方法治疗相应的病证，贯彻祖国医学“不治已

所提及的基本处方为基础，治疗妇科病具有显著的主穴子宫穴

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以防止卵巢早衰的发生。

是经外奇穴，主治妇科疾病，不仅能够调理月经，而且对卵巢

参考文献：

早衰能起到很直接的局部治疗作用。三阴交是治疗妇科疾病的
要穴，是足三阴经交会的腧穴，补可养血统血，泻可活血下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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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极穴是任脉腧穴，《医学源流论》：“冲任皆起于胞中，上循

[2]兰英,柴巍.柴瑞霭治疗卵巢早衰验案举隅[J].山西中医,2001,17(4):5

背里，为经脉之海。此皆血之所从生，而胎之所由系。”受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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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胎儿发育成形需要冲、任二脉的调和畅达，带脉的约束有度，
又赖肝肾精血的充盛滋养。
《针灸甲乙经》载中极为：
“足三阴、

李小英，通讯作者，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任脉之会”
，膀胱的募穴，补可起到健脾补肾，固摄冲任，泻能
清热化湿，疏肝解郁。《针灸大成》：“绝子，商丘、中极。”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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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主骨生髓，肾精足则机体骨骼强健。肝主筋，为藏血之脏，

促进颈部血液循环，从而使局部炎症消散，水肿吸收，粘连松

肝血充足则筋脉强劲束骨而利关节。治疗重在补益肝肾、活血

解，达到治疗颈椎病的目的[3]。诸法配合使用，疗效好，见效

通络、理筋整复。针灸处方取穴采用局部与远道相配的方法，

快，有利于患者的早日康复。

局部以风池、颈项部夹脊穴、大椎、曲垣等穴为主，有激发局
部经气、温经通络、活血止痛的作用。远道取穴以列缺、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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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列缺是手太阴肺经的络穴，为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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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总穴歌》说：
“头项寻列缺”
，说明列缺能解除颈项部的疼

1994:186

痛。悬钟又名绝骨，是足少阳胆经的腧穴，八会穴之一的“髓

[2]张洪雷.悬钟穴的临床应用[J].湖北中医杂志,2010.32(7):67

会”，据《图翼》载：主治颈项痛，手足不收，腰膝痛，脚气

[3]魏林林,郑盛惠.牵引配合针刺推拿及 TDP 照射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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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钟针刺时活动颈部，可疏通颈项部经络气血，使“通则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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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缓解颈部疼痛。
推拿能缓解肌肉痉挛，改善血液循环，手法牵引复位可拉
宽椎间隙，纠正偏歪棘突，缓解对神经根的压迫，恢复颈椎的

李建欣（1964-），男，本科，副主任中医师，主要从事针灸推拿临床
工作。工作单位：河南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内在平衡。通过 TDP 照射，起到热疗作用，使肌肉痉挛立即
得到缓解，使气血流畅，经络舒展，有利于病变组织迅速修复，

编辑：张红敏 编号：EA-13011164（修回：2013-05-06）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9

-54-

针灸配合超短波治疗慢性盆腔炎 115 例小结
Treating 115 cases of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by acupuncture plus
ultrashort wave
王文娟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医院，山东 安丘，262100）
中图分类号：R7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54-02

【摘 要】 作者采用针灸配合超短波治疗慢性盆腔炎 115 例，总有效率为 98.26%，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针灸；超短波；慢性盆腔炎
【Abstract】 The author treated 115 cases of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with acupuncture plus ultrashort wav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8.26% and the effect was significant. It i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Acupuncture;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Ultrashort wav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6
慢性盆腔炎（Chronic pelvic inflammation）是指女性内生殖

2.2 超短波治疗
将超短波两极分别放在腰部和上腹部，并对置摆放，治疗时

器及其周围结缔组织、盆腔腹膜的慢性炎症。其主要临床表现
为下腹坠胀疼痛，腰骶酸痛，伴有白带增多，月经不调、不孕、

间为 30min，输出调节采用 2 档，并把输出调节调到最大剂量。1

腹胀、头晕倦怠等。妇科检查盆腔有炎症病灶，或包块压痛，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隔 3～5d，连续治疗 3～5 个疗程。

或输卵管积液等。笔者 2008 年 2 月～2012 年 2 月采用针灸配

2.3 疗效标准

合超短波治疗慢性盆腔炎 115 例，取得很好疗效，现报道如
下。
1

临床资料

①痊愈：治疗后下腹疼痛及腰骶胀痛等症消失，妇科检
查及理化检查正常，停针 1 月内未复发。②显效：治疗后下
腹疼痛及腰骶胀痛等症消失或明显减轻，妇科检查及理化检
查明显改善。③有效：治疗后下腹疼痛及腰骶胀痛等减轻，

所有病例均经妇科专科检查及 B 超检查确诊，已婚者 108

妇科检查及理化检查有所改善。④无效：治疗后下腹疼痛及

例，已婚未孕者 11 例，绝经 6 个月～1 年者 3 例。年龄 20～

腰骶胀痛等症无减轻或有加重，妇科检查及理化检查较治疗

52 岁，其中 20～45 岁 81 例。病史为 3 个月～3 年，其中 6 个

前无改善或有加重。

月～1 年者 98 例。输卵管炎 85 例，输卵管积水与输卵管卵巢

2.4 治疗结果

囊肿 16 例，慢性盆腔结缔组织炎 14 例，绝大多数患者有月经

115 例痊愈 98 例，显效 11 例，有效 4 例，无效 2 例，总

紊乱、白带增多、腰腹疼痛等情况。

有效率 98.26%。

2

3

治疗方法

2.1 针灸
取穴：主穴：关元、水道（双）
、足三里（双）
、三阴交（双）
、
归来（双）
、蠡沟（双）
。

病案举例
患者甲，26 岁，已婚，2010 年 6 月初诊。患者 因长时

间站立，过劳、精神压力大出现发热、下腹疼痛拒按，白带量
多，呈脓性。并伴乏力，腰痛，月经失调，曾在潍坊市人民医

腰酸加肾俞（双）、次髎（双）、委中（双）；白带多加地

院就诊，经妇科专科检查及 B 超检查确诊为急性盆腔炎，用了

机（双）
、阴陵泉（双）
；月经不调加照海（双）
、行间（双）；

10d 的抗生素，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因过度劳累后诱发，患者

腹胀加带脉（双）
、气海；炎性肿块加府舍（双）
。

表现腰骶部隐痛、酸胀乏力、下腹痛、白带增多、月经紊乱、

治法：每次选主穴 2～3 穴，据症酌加配穴。关元穴针感

经血量多、痛经等症状，触诊输卵管增粗压痛，舌苔薄，质暗

要求达到阴道，水道、归来宜往附件部放散，手法要求提插轻

淡，脉细。中医诊断为带下病（虚寒下注），西医诊断为慢性

匀，并结合小幅度捻转，重在激发得气。以停针时，患者感到

盆腔炎。给予针灸配合超短波治疗 1 个疗程，症状明显缓解，

腹内有一阵阵如发病时的腹痛感为佳。余穴得气后，作平补平

继续治疗 2 个疗程，诸证皆愈，随访 3 个月未见复发。

泻手法。均留针 30min，腹部穴留针时可加用温针。针刺时，
不宜直接刺炎症部位和包块区。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疗
程间隔 3～5d，连续治疗 3～5 个疗程。

4

体

会

慢性盆腔炎是妇女常见病，多发病。多由急性盆腔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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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不彻底，迁延而成。由于长期炎症刺激，造成盆腔器官周

能增强血管通透性，改善微循环，调节内分泌，加强组织机

围组织增厚粘连，抗炎药物不易有效，故病情顽固，反复发

体的新陈代谢，降低感觉神经的兴奋性，从而达到抑菌、消

作，导致患者体质日虚，恢复缓慢。本病属中医妇科的带下

炎、止痛、解痉，促进血液循环和修复，增强机体免疫力的

病，啯瘕痛经等范围，认为是久病正气亏虚，邪毒滞留形成

治疗目的。针灸配合超短波治疗慢性盆腔炎是一种比较理想

正虚邪实的病证。中医针灸采取全身与局部穴位相结合综合

的方法。

治疗，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达到缩短病程，防止宿疾复
发。超短波治疗仪是一种传统的治疗仪器，它采用电子管振

作者简介：
王文娟（1975-）
，女，第一作者，主治医师，自 1995 年 8 月在山东省

荡产生超短波高频电场来进行治疗的仪器设备。通过电容电
极输出能量，将患部置于电极之间，在高频电场的作用下，

安丘市人民医院工作至今。

使病变部位的分子和离子在其平行位置振动，并互相摩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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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热效应。这种热效应使患部的表层和深层组织均匀受热，

针刺依赖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Observation and think of acupuncture dependence
植剑龙
（广西容县中医院，广西 容县，537500）
中图分类号：R2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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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阐述了对患者的针刺疗法依赖现象的思考与认识，认为不能盲目对患者的反复寻求针刺治疗的现象下结论，
认定为针刺依赖现象。
【关键词】 针刺依赖；思考
【Abstract】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think and understanding of acupuncture dependence in patients and believes that patients
seeking acupuncture treatment repeatedly shouldn’t be considered as acupuncture dependence phenomenon blindly.
【Keywords】 Acupuncture dependence; Think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7
在临床上常碰到患者因为某种不适（最常见是疼痛），求

依赖。而应从针刺治疗作用机制、网球肘产生的病因、病机

助于针刺治疗，患者的描述是暂时有效，其不适的感觉事实上

方面去考虑会更恰当一些。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患者

不能消失，但又多反复寻求针刺治疗。这种现象在临床上被称

心理的作用因素占的比例不大，关键还在于针刺治疗的本身

为针刺依赖现象。普遍认为患者在诊治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针

与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对于一些诊断明确的疾病，为什

刺疗法依赖倾向，并且是在寻求一种心理支持。

么针刺治疗有效，但又为什么是短暂的，往往这种效果是单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不能简单下结论为患者对针刺依赖，

以病人的主观感受描述为主，有效无效的程度没有明确的界

特别是对于那些诊断非常明确的患者，例如患者甲，女，45

限。医生是否可以客观主动判断治疗前后疾病的变化情况

岁，患右网球肘 2 年余，肘后外侧疼痛，反复发作，前臂旋

呢？有效无效医生自己有清楚的判断。开始有效但连续治疗

转及握物无力，右肱骨外上髁微呈肿胀。该患者 2 年来坚持

为什么针刺有效却没有累积效应？这是临床医师值得更深层

寻求针刺治疗，先后在各级医疗就诊。近半年来，笔者为其

面去思考，而不是从患者身上表面找心理原因。也许这种治

针刺治疗，每周 2 次，多以局部穴和远端配穴治疗。患者自

疗短暂效果恰恰反映了疾病的发病机制和针刺治疗产生效果

述疼痛减轻，肘关节活动功能有改善，但往往数周后疼痛又

的真实作用机理，提示着某个研究针刺治疗疼痛的研究方向。

再次发生，这一期间针刺治疗也是进行，患者仍然坚持针刺

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笔者限于条件，还不能对此做出一个

治疗。像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不能称之为针刺依赖现象。针刺

合理的回答。只是从适当一个角度去思考临床上遇到的这种

治疗后临床症状减轻，肘关节活动功能开始改善，但随后症

常见的针刺现象，提出不同的观点，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

状出现反复，这是患者对针刺治疗后的客观真实的反映，针

望对针刺治疗的研究有所益处。

刺治疗这个陈年网球肘是有效的，但效果不长久。作为临床
医生不能因为患者反复寻求针刺治疗而认为患者对针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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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联合加味麻杏石甘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
急性加重期 46 例
Treating 46 cases of COPD in acupuncture plus the decoction of Maxing Shigan
李 娜 张中新 李双霞
（张掖市中医医院，甘肃 张掖，7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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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针刺联合加味麻杏石甘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的临床疗效。方法：46 例用针刺联合加味
麻杏石甘汤治疗，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结果：临床痊愈 16 例，显效 18 例，有效 9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3.48%
结论：针刺联合加味麻杏石甘汤有良好疗效。
【关键词】 针刺；麻杏石甘汤；慢性阻塞性肺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plus the decoction of Maxing Shigan in treati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Methods: To select 46 patients for treating for two courses 10 days. Results: 16 patients were cured,
effective for 18, little effective for 9, none for 3,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3.48%. Conclusion: Acupuncture plus the decoction of Maxing
Shigan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COPD.
【Keywords】 Acupuncture; The decoction of Maxing Shigan; COP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8
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及劳累而诱发。

COPD）是一种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疾病，气流受限不完全可

1.2.1.3 呈桶状胸。叩诊胸部呈过清音，心浊音界缩小或消失，

逆，呈进行性发展，与肺部对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

肝浊音界下移。肺呼吸音减低，可闻及干、湿性罗音或哮鸣音。

反应有关。由于其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社会经济负担重，COPD

或肝肿大、下肢浮肿、颈静脉怒张。

已成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一

1.2.1.4 合并感染者，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可增高。必要时

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对如何提高治疗水平，缩短

查血钾、钠、二氧化碳结合力及 X 线胸部摄片，心电图，心、

急性期病程，提高生活质量，中西医均进行了深人的研究探讨。

肺功能测定，血气分析等。

COPD 初期症状较轻，一般归入“咳嗽”范畴，而发展到中后

1.2.2 临床分型

期，症状逐步加重，中医学把其归为“喘证”
、
“肺胀”、
“痰饮”
、

1.2.2.1 风寒束肺

“水气”范畴，笔者自 2012 年 4 月～2012 年 8 月，以针刺联

喘急胸闷，咳嗽痰多清稀，伴有恶寒发热，头痛等症。

合加味麻杏石甘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 46 例，疗

舌苔薄白，脉浮紧。

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2.2.2 风热犯肺

1

喘促气粗，咳嗽痰黄而稠粘，心胸烦闷，口干而渴，可

临床资料

有发热恶风。舌边红，苔薄黄，脉浮数。

1.1 一般资料

1.2.2.3 痰湿蕴肺

46 例均为 2012 年 4 月～2012 年 8 月本院肺病科住院患者。

喘咳胸闷，痰多易咯，痰粘或咯吐不爽，胸中窒闷，口

男性 27 例，女性 19 例；年龄 48～70 岁，病程 3～20 年，病

腻，脘痞腹胀。舌质淡，舌苔白腻，脉弦滑。

情程度轻度 9 例，中度 29 例，重度 8 例。

1.2.2.4 水气凌心

1.2 诊断标准

气喘息涌，痰多呈泡沫状，胸满不能平卧，肢体浮肿，心悸

依据 2001 年 9 月 1 日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1]

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
1.2.1 诊断依据

怔忡，尿少肢冷，舌苔白滑，脉弦细数。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符合 COPD 诊断标准，无合并心、肝、肾、造血系统等严

1.2.1.1 以气短喘促，呼吸困难，甚至张口抬肩，鼻翼煽动，不

重疾病患者，非妊娠、哺乳期的妇女，非对针灸晕针、非对中

能平卧，口唇发绀为特征。

药过敏者纳入本观察。排除肺结核、支气管扩张、尘肺、肺癌

1.2.1.2 多有慢性咳嗽，哮病，肺痨，心悸等疾病史，每遇外感

等类似症状的呼吸系统疾病。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9 期
2

治疗方法

2.1 针刺治疗
选穴：以定喘、膻中、中府、肺俞、鱼际、太渊、合谷为
主。辨证论治，随证配伍。风寒束肺加经渠、列缺；风热犯肺
加大椎、少商、尺泽；痰湿壅肺加丰隆、足三里；水气凌心加
足三里、三阴交、太溪。
操作方法：常规消毒后，膻中平刺 15～25mm；大椎可刺
25～30mm；少商、尺泽均点刺出血。余穴均可直刺 25～30mm。
针刺手法采用平补平泻法，针刺得气后不留针，1 次/d，10 次
为 1 个疗程。
2.2 中药治疗
采用麻杏石甘汤加味治疗，组方：麻黄 10g，杏仁 10g，
石膏 30g（另包先煎）
，甘草 15g，川贝 15g，桔梗 15g，前胡
10g，地龙 10g，僵蚕 10g，芦根 15g，麦冬 15g。随证加减：
咳痰清稀色白呈泡沫者加仙灵脾 10g，茯苓 20g，陈皮 10g，半
夏 10g；痰粘色黄难咳出者加黄芩 10g，瓜蒌 15g，栀子 10g；
咳逆气急胸满者加葶苈子 15g，莱菔子 10g，丹参 30g，茯苓
60g。水煎服 1 剂/d，早晚分服，疗程 10d，服药期间忌食腥辣、
油腻食物，适寒热。
3

疗效评定标准[2]

-57等诱发，但以外感风寒为主要诱因；针刺主穴取定喘、膻中、
中府、肺俞、鱼际、太渊、合谷，其中定喘、膻中属俞募配穴
法，协调阴阳，重在温阳散寒；中府为肺之募穴，手足太阴之
会，穴在胸鹰，能清宣上焦，疏调肺气；肺俞为肺的背俞穴，
能调肺气，清虚热，和营血，鱼际为手太阴之脉，能利咽喉，
清血热。鱼际为手太阴之脉，所溜为荥，能清肺热，利肺气。
太渊为肺之原穴，又为脉会，祛风痰，理肺气，清肃上焦之气，
肺气清则咳止；合谷为大肠原穴，轻清走表，能发表散风寒，
解热清肺。少商为手太阴之脉，所出为井，能宣泄肺经火气上
逆，使热邪得清，肺气肃降，则胸满息高、咳嗽气喘俱可消失；
尺泽为手太阴之脉，所入为合，泄肺火，轻上焦；丰隆为足阳
明之络穴，别走太阴，能和胃气祛湿痰，痰湿得祛，不困扰脾
气，脾运得以恢复，使肺气的清，喘息可平。足三里为足阳明
之脉，所入为合，胃之枢纽，能温化脾胃，升清降浊，导痰行
滞，通经络气血，扶正培阳，祛病强身。诸穴配合，共奏温阳
以祛寒、化痰、止咳、平喘之功，故疗效较佳。
中药采用麻杏石甘汤加味治疗，方中炙麻黄为君，宣肺
平喘；杏仁为臣，宣降肺气而治咳喘，协同麻黄，其功犹甚；
石膏清热为佐，与麻黄配伍应用，随麻黄升散之性，直达病
所，而无凝滞之患，其中石膏《景岳全书》谓其“味甘辛，
气大寒……用其寒散清肃，善祛肺胃三焦之火……甘能缓脾

临床治愈：咳嗽、咳痰、喘息及肺部干、湿性罗音或哮鸣

清气，极能生津止渴而却烦热。”清热于上，透邪出肌表；杏

音消失，实验室检查明显好转；好转：咳嗽、咳痰、喘息及肺

仁宣散肺气，肺气得宣，清气得以出入，喘证可平，二药合

部干、湿性罗音或哮鸣音哮鸣音明显减轻，实验室检查有改善；

用可清肺热，平喘促；川贝母《得配本草》言其“入手太阴

未愈：咳嗽、咳痰、喘息及肺部干、湿性罗音或哮鸣音无改善

经气分，开心胸郁结之气，降肺火咳逆之痰”，清热泻火，化

或反而加重。

痰止咳，加强石膏清热泻火之功。桔梗一药，辛开苦泄，善
于宣通肺气，祛痰排脓，为开提肺经气分之要药。石膏与桔

4

治疗结果
46 例经临床治疗 1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观察，结果显示，

梗合用一宣一降，调畅肺之气机，使咳喘得平。前胡苦辛性
微寒，具有降气祛痰平喘之功。僵蚕味咸性平，善于化痰散

临床痊愈 16 例，显效 18 例，有效 9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结。地龙活血化瘀，通络平喘，芦根甘寒，善清肺热，具祛

93.48%。

痰排脓之功。麦冬甘寒清润，为养肺阴、润肺燥的要药，甘

5

体

会

慢性阻塞性肺病主要病理特征是由于慢性支气管炎或肺
气肿所引起的气流阻塞，通常气流阻塞是进行性的，可伴有气
道的高反应性，气流阻塞可能部分逆转。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
加重其特征为呼吸困难加重，支气管分泌物增加，分泌物可呈

草调和诸药。诸药合用，共凑清热化痰、降逆止咳平喘之功。
本临床观察结果显示，针刺配合加味麻杏石甘汤治疗慢性阻
塞性肺病有较好的疗效，可有效改善其临床症状，且复发率
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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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妍 编号：EA-12122247（修回：2013-05-07）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9

-58-

隔药灸治疗恶阻的案例解析
A case analysis of treating vomiting in Moxibustion
赵洪强 1 苗晋玲 2
（1.山东现代职业学院，山东
中图分类号：R271.41

济南，250104；2.山西中医学院，山西 太原，030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58-02

【摘 要】 目的：探讨恶阻的更为安全，毒副作用更小的治疗方法。方法：用艾绒隔木香与砂仁粉末与生姜片，灸神阙、中
脘、足三里三穴。结论：通过案例解析，该治疗方法无毒副作用，操作简单，安全性高，更易被患者接受。其治疗经验供参考。
【关键词】 恶阻；隔药灸；案例解析
【Abstract】 To explore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in treating vomiting. Methods: To verify the TCM Moxibus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point of Shenque, Zhongwan, Zusanli. Conclusion: TCM Moxibustion was a safe and easy to be applied.
【Keywords】 Vomiting; TCM Moxibustion; Cases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29
妊娠早期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倦怠，甚至食入即吐者，称
为“恶阻”
。亦称之为“子病”、
“病儿”
、
“阻病”。正如《胎产

2.3 制作
2.3.1 用粉碎机将木香和砂仁打碎，
再用 65 目的筛子筛出粉末。

心法》云：
“恶阻者，谓有胎气，恶心阻其饮食也”
。若妊娠早

2.3.2 将直径约为 3cm 生姜切成 3mm 厚的薄片，用针灸针在姜

期仅有择食，头晕，或晨起恶心偶有呕吐者，为早孕反应，不

中间扎透约直径为 2cm 的小网。

属于病态，一般 3 个月后消失[1]。该病以妊娠 6 周左右发生，

2.3.3 将一小撮艾绒放在左手掌内，右手拇指在左手掌内反复

到第 8 周最为剧烈，以后逐渐减轻，发病率为 0.3%～1%[2]。

搓捻几次，最后拇指向前搓捻使艾绒成椭圆形小体，左手托

属于西医妊娠剧吐的范畴。

起，右手将其顶端捏尖，底部按平，使之成为直径 0.8（3•0）

目前该病的治疗西医主要就是补液疗法，中医的治疗方法
颇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高，优

cm，高 1（3•0）cm 圆锥状艾柱。
2.4 操作

生优育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患者考虑到药物或者输液对胎儿的

嘱患者仰卧位，双腿伸直，手掌向上。将混匀的木香和砂

影响，所以对药物的依从性比较的差。寻求更安全的治疗方法

仁粉末（醋调后）平铺（填满）与神阙、中脘、足三里穴位

也是我们医者的责任。本人采用隔药灸治疗恶阻 2 例，其疗效

上，然后放上生姜片，将做好的艾柱放在生姜片上，点燃一

明显，现将治疗案例分析如下，供参考。

端，待燃尽后用不锈钢镊子夹起灰烬再换一柱，其热度以患

1

诊断标准
妊娠呕吐很常见，根据病情可分为轻、中、重三度。
轻度：每天呕吐次数较少，约 2～5 次，有恶心、食欲下

降、便秘等。全身情况好，体温、脉搏、血压正常。
中度：每天呕吐 10 次以内，食欲缺乏体重下降，皮肤干
燥，尿量减少，尿酮体阳性。

者忍耐为度，灸完后去除灰烬、生姜片与药物粉末，注意保
暖，与房间的通风（可用换气扇）。灸 4 柱/次，5d 为 1 个疗
程。
3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29 岁，怀孕第 5 周，每于晚饭后出现呕吐，

遂来就诊。主要症状：晚饭后呕吐不食，食入即吐，呕吐物为

重度：食物不能在体内保持，身体状况进行性恶化，皮肤

饮食物，恶闻油腻，头晕体倦，大便不成形，2 次/d，舌淡，

苍白干燥、巩膜黄染，呕吐物有丙酮味．低热，脉快 100～120

苔白，脉缓滑。中医诊断为恶阻（脾胃虚弱型）。给患者说明

次/min，尿量减少，尿中出现有形成分，酮体含量增加，血中

病情后，解除了患者的恐惧心理，让患者配合隔药灸。用上述

残余氮增加。

方法治疗。二诊时患者呕吐症状减轻，仍有头晕体倦，舌淡苔

2

治疗方法

2.1 取穴
穴位选神阙、中脘、足三里。
2.2 药物及工具

薄，脉滑无力，建议进清淡食物，继续同法治疗。12d 时患者
可以正常饮食，呕吐症状明显好转，精神明显好转，舌红苔薄，
脉滑有力。嘱患者继续上述治疗待呕吐症状消失后停止。1 个
月后随访患者，呕吐症状消失后至今未在发生呕吐。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剖腹产 1 名男婴，患者大喜。

木香、砂仁、生姜、艾绒，粉碎机 500g，65 目的筛子，
针灸针，不锈钢镊子 18cm，打火机。

（下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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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通因通用法治疗泄泻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of diarrhea due to pass through
乔 靖1 林 亮2
（1.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510096；2.广州中医药大学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广东 广州，510096）
中图分类号：R25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59-02

【摘 要】 泄泻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本文通过对中医中通因通用法进行阐述，旨在说明该方法在治疗泄泻方面具有重要的
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通因通用；泄泻
【Abstract】 Diarrhea is a common clinical disease. The artic aims to describe that Tongyin Tongyong method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eating diarrhea,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ongyin Tongyong; Diarrhe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30
中医基础理论认为通因通用指的是用通利的药物来治疗
[1]

具有通泻症状的实证 。最早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属中
医反治法之一。目前，临床上已将通因通用法推广，“通用”
的“通”已不再局限于泻下，比如发汗法治疗汗出，涌吐法治
疗呕吐，破血法治疗下血。通因通用法由来已久，在临床治疗

热迫胀等。痰、食、湿、淤血等有形邪气所致的通利症状即可
运用通因通用法。
3

通因通用法治疗泄泻
赵俐认为泄泻一证，其病位在肠腑，大肠为“传导之官”，

中取得了不错的疗效，现笔者对通因通用法治疗泄泻做一初步

小肠为“受盛之官”，前者司“变化”，后者主“化物”，一旦

的解析。

肠腑发生病变，必然变化无权，化物无能，于是曲肠之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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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因通用法的认识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热

积滞，导致中州渐亏，难以运化，积滞愈甚，积滞与肠胃运化
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故脾胃不能运化，小水并
于大肠，故令作泻。痰、食积滞在体内停留，易日久化热伤阴，

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主，而先其

利用通利之法导邪外出，存得一份津液，“人有一分津液，便

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

得一分生气”
。

可使必已。”后世医家依据此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疗

积滞内停型泄泻多是由于脾胃受阻，食积于中而下滞于

效。《古今医案按》载：孙一奎以总管丸合神授香连丸治吴涌

肠，胃肠为阳明之腑多气多血，食积停于内易化热伤阴，导致

澜夫人胃肠食积痰饮所致的泄泻，以备急丸合保和丸治疗吴九

腑气不通，热为阳邪易动又会迫液外泄，从而出现热结旁流的

宜的中焦食积痰泄。以通利泻下药为先锋，利下改用调和脾胃

现象，用三承气汤泻出在内的食积即可改善症状。

之药顾护脾胃。朱丹溪认为食积作泻，宜再下之，神曲、大黄

水饮内停型泄泻因水饮下迫大肠，大肠传导失司而下利不

作丸子服。食积为实邪，所致的泄泻当用泻下法。张子和治一

止，用逐水剂十枣汤止利，肠有留饮而下利者用甘遂半夏汤逐

讲僧，病泄泻数年，两手脉沉而有力，以瓜蒂散涌之，又以无

饮止利。水饮之邪祛，大肠功能恢复下利自止。

忧散泄其虚中之积及燥粪，后调理脾胃而获愈。此为虚中夹实

痰饮阻塞型泄泻，痰饮停留在上焦，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

当泄其实导邪外出，而后补其虚。通因通用法见实证才可用，

常，气机升降不利，脾气为清阳之气，
《经》曰：
“清气在下则

药到邪除即停药不可过用。

生飧泄”
，痰饮阻滞气机升发，清阳之气不得上升，而成泄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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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因通用法治疗的适应症

又因痰饮发生在上焦，故因势利导用涌吐法治疗。
除泻下和涌吐法治疗泄泻外，汗法也可以达到治疗目的。

“通因”指的是表现为通利的症状，如呕吐、崩漏、泄泻

张子和《儒门事亲》中言：“设若飧泄不止，日夜无度，完谷

等。这些症状的起病原因为有形实邪所致才可使用。比如，食

下出，发汗可也。”《内经》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此以

积泄泻，主要辨证要点为嗳腐吞酸，腹满胀痛，大便臭如败卵，

风为根，风非汗不出。”对于风寒在表内迫于肠所致下利，仲

泻后痛减，脉滑或迟而有力等；寒积泄泻主辨证要点为腹痛或

景以葛根汤发汗解表，以达到表解里和的目的。汗法也同样能

拒按，便下不畅；蓄热泄泻辨证要点为粪色黄褐秽臭，肛门灼

为邪气开辟出路，邪有出则泻可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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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泻的治法不可拘泥于补虚，当对疾病审查清楚，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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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阻是妊娠妇女常见病，呕吐严重者直接影响母体与胎儿

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骨为干……邪在胆，逆在
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
胃气逆。诸穴相配共达到健脾益气，降逆止呕的作用 [5] 。在

的健康。西医治疗大多患者怕影响胎儿，中药汤液又不利于服

艾灸施术治疗中，我们还要做好护理工作，具体如下。

用，所以以上的情况，我们采用了隔药灸治疗。恶阻的发生其

4.1 艾灸护理

病机主要是冲气上逆，胃失和降所致。受孕后血聚子宫以养胎，

艾灸时注意为患者保暖，防止外感寒邪。施灸过程中及时

全身机能减弱。因冲脉起于胞宫隶于阳明，若素体脾胃虚弱，

清理艾灰，防止艾火脱落烧灼患者的皮肤及衣被。密切注意施

冲气上逆犯胃，导致胃失和降，发生呕吐；若素体抑郁，肝气

灸部位皮肤情况，以皮肤微红温热（红润）而无灼痛为度，尽

郁结，郁而化火，火性炎上犯胃胃失和降，遂至呕吐。基本的

量防止出现水疱。如灸后出现小水疱无需处理，可自行吸收，

治疗大法就是理气和胃，降逆止呕。

如水疱较大，可用无菌注射器抽出泡内液体，覆盖无菌纱布，

药物中的砂仁味辛，性温，归脾、胃经。具有化湿，行

保持干燥，防止感染。并注意观察患者全身情况，如有不适，

气，温中，安胎的作用。在《药品化义》：“若呕吐恶心，寒

立即停止施灸。灸后开窗通风，驱散烟雾 [3] （或用排风扇换

湿冷泻，腹中虚痛，以此温中调气；若脾虚饱满，宿食不消，

气）。

酒毒伤胃，以此散滞化气；若胎气腹痛，恶阻食少，胎动不
安，以此运行和气。”木香味辛、苦，性温，归脾、胃、大肠、
胆经。具有行气，调中，止痛得功效。
《日华子本草》：
“治心
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胃，霍乱，泄泻，痢疾，健脾
消食，安胎。”生姜味辛，性微温，归肺、脾经。具有发汗解
表，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作用。《本草纲目》：“生用发散，
熟用和中。”艾绒味辛苦，性温，归肝、脾、肾经，具有温经

4.2 心理护理
妊娠剧吐患者一般精神负担重，担心影响胎儿，应进行心
理疏导，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使患者了解妊娠呕吐是一
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解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用愉快的情感取
代抑郁的心理）
。
4.3 饮食护理
指导患者合理安排饮食，宜进清淡、易消化、富含维生素

止血，散寒止痛得作用，《药性论》：“止崩血，安胎……。”
在焦树德的《用药心得十讲》中也提到对妊娠而胃气上逆、

及高蛋白的食物，避油腻、甜品及刺激性食物，少量多餐，呕

胸闷呕吐等可配砂仁与木香 [4] ，本方法采用生姜主要是利用

吐严重时应禁食，注意补充水分和水果（调动孕妇愉悦心理，

生姜的透热发散作用，在艾灸的过程中生姜逐渐加热变熟，

取代焦虑心情）
。

变熟后还具有和中的作用，一举而得，体现出了中药的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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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浅析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An analysis of high hyperhomocysteinemia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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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omocysteinemia）是指外周血中经过还原作用后可生成高半胱氨酸（Hcy）的物质的总体
含量升高一种病症。本文从中医角度来探讨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病因病机与治疗。认为先天禀赋不足、后天精微物质的缺乏是
其主要病因, 痰瘀交阻是病机关键，瘀血和痰浊同是病理产物，又都是继发新的病变的致病因素，可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
液运行障碍，同型半胱氨酸（Hcy）在体内蓄积，造成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顾在治疗上据此施以化痰降浊，活血祛瘀之法，临
床运用大安丸加减治疗效果较佳。
【关键词】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中医；病因病机；大安丸
【Abstract】 The homocysteinemia is a disease, that the overall content of Hcy i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This article explored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homocysteinemia in TCM. Modified Da, an pill has a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clinic.
【Keywords】 Homocysteinemia; TCM;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Da’an pill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31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omocysteinemia）是指外周血中经
过还原作用后可生成高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的物

使用中药控制改善血浆 Hcy 检测指标及远期疗效均可，总结
如下。

质的总体含量升高的一种病症。遗传性和获得性因素均可造成

在祖国传统医学中并无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一病名，但

其在体内蓄积而形成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

据其证候，多散在于“心痛”
、
“胸痹”
、
“真心痛”、
“厥证”
、
“眩

症可进一步导致粥样硬化与血栓形成的趋势。现已证实高同型

晕”
、
“中风”等病证门类之中。笔者个人体会，先天禀赋不足、

半胱氨酸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冠状

后天精微物质的缺乏是其主要病因，痰瘀交阻是病机关键，瘀

动脉病变以及与外周血管病变等发病的独立危险因子 [1] ，近

血和痰浊同是病理产物，又都是继发新的病变的致病因素，可

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亦与老年

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运行障碍，同型半胱氨酸（Hcy）

痴呆、糖尿病、免疫性疾病、肿瘤等其他疾病相关，引起

在体内蓄积，造成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并在治疗上据此施以

临床及科研高度的关注。当前很多医院已把血浆 Hcy 检测

化痰降浊，活血祛瘀之法。

作为一种常规检测及体检指标，所以在临床中早期发现高同
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概率越来越大，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可
由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导致的冠心病、脑卒中、老年痴呆意
义重大。

1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中医病因

1.1 先天禀赋不足
人之先天禀赋与肾关系最为密切，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

现代医学治疗高 Hcy 血症主要考虑从抑制 Hcy 的生成、

主生长发育。肾所藏之精化生为肾气，与人体的生、长、壮、

促进 Hcy 的代谢、对抗 Hcy 的角度出发。现代研究表明，合

老、死的生命过程密切相关，如性能力和生殖能力，主骨生髓

理补充叶酸、维生素 B6、B12 可有效降低 Hcy 水平。原因可

等。待到老年，肾气渐衰，则人体的机能减退。先天禀赋不足，

能在于叶酸、维生素 B12 联合应用能使 Hcy 沿更多途径进行

则体质虚弱，易患疾病甚至有遗传病、先天性疾病。现代实

代谢，从而使浓度降低。但长期服用大剂量叶酸会干扰锌的

验研究证明高 Hcy 血症的发病具有遗传因素，发现编码甲烯

代谢。所以长期应用叶酸治疗的老年患者需检测维生素 B12

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胱硫醚缩合酶（CBS）、甲硫氨

水平。某些疾病如肾病晚期，即使增量服用叶酸，仍不可能

酸合成酶（MS）的基因发生碱基突变或插入、缺失，引起相

使 Hcy 水平降至正常。同时服用拮抗叶酸药物的患者，其叶

应的酶缺陷或活性下降，先天性胱硫醚缩合酶缺陷症或胱氨

酸剂量亦需相应增加。所以很多时候使用西药治疗该病未能

酸尿症纯合子表现为 CBS 酶严重缺乏，患者常早年发生动脉

尽如人意，笔者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中医中药对控制高

粥样硬化，而且波及全身大、中、小动脉，病变弥漫且严重，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效果较佳，尤其是无明显临床症状，仅体

多较早死亡[2]。

检发现 Hcy 升高；或伴随肥胖、血脂升高等初中期的患者，

1.2 后天精微物质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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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祖国医学认为：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与胃相表里，脾

朱丹溪倡窠囊之说，“痰和瘀均为阴邪，同气相求，既可因痰

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虚弱，升降失常，运

生瘀，亦可因瘀生痰，形成痰瘀同病。”安辉等研究也证实临

化功能失调，那么对精微物质的吸收和利用则产生障碍，不能

床运用加减瓜蒌薤白半夏汤有明显降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濡养机体而致病。近年来实验和临床研究均发现营养因素与高

的功效，从而提示可通过化痰降浊，活血化瘀法可降低同型半

Hcy 血症发病密切相关。维生素 B6 是 CBS 的辅酶及胱硫醚酶

胱氨酸而提高疗效，降低死亡率[8]。

的辅酶，缺乏时就可使这两种代谢发生障碍，引起 Hcy 在体内
堆积；维生素 B12 是蛋氨酸合成酶的辅酶，叶酸则是体内甲基

3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中医治疗

的间接供体，两者缺乏，阻碍了蛋氨酸的再生成。可见，任何

笔者根据上述病因病机，在治疗上施以化痰降浊，活血祛

原因所致的代谢酶缺陷或摄入的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叶酸

瘀之法，临床运用大安丸加减治疗该病，大安丸出自《丹溪心

不足，都可造成体内维生素、叶酸缺乏，从而导致 Hcy 在体

法》，由山楂、神曲、半夏、茯苓、陈皮、莱菔子、连翘、白

内蓄积，造成高 Hcy 血症和类似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更有

术组成，本方即保和丸加白术，笔者在使用该方治疗高同型

研究表明血浆 Hcy 浓度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增加，可能是老年

半胱氨酸血症时，喜重用山楂、白术，且根据具体辨证，使

人脾胃虚弱，导致消化吸收功能减弱，辅因子维生素 B6、维

用生山楂或炒山楂，或生炒并用，白术亦同理，以调理后天

生素 B12 及叶酸缺乏，使各种蛋氨酸代谢酶活性降低 。段慧

脾胃为着眼点，重用山楂白术祛瘀化痰降浊，意在中焦健运，

杰等也研究发现对辨证属于脾胃虚弱、瘀血阻滞型的高 Hcy

则气机升降出入通调而病去，已有实验结果表明：口服山楂

血症患者拟健脾和胃，活血化瘀之法，用健脾和血汤治疗，

使冠心病患者血浆 Hcy 浓度逐渐降低，同时血浆 TC、TG 浓

能够改善胃肠吸收功能，使体内叶酸水平升高从而降低 Hcy

度也显著降低，祖国医学认为，山楂味酸甘、性微温，具有

血症[4]。

消食化积、健脾祛痰，散瘀行滞之功，故用之治疗高 Hcy 血

[3]

另外，饮食偏嗜亦可引起 Hcy 水平升高。
《素问•痹论》曰：

症有效[9]。

“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过食肥甘厚味，则生痰生湿，湿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病病位在心、脾胃、肾等脏腑，先

中阻，阻滞气机，致胃失和降；嗜食生冷，寒湿内停，脾运不

天禀赋不足、后天精微物质的缺乏是其主要病因，痰瘀交阻是

及，不能升清降浊，布散失职，造成体内营养物质的失调。有

其病机关键。临床运用化痰降浊，活血祛瘀法治疗高 Hcy 血症

研究表明高动物蛋白饮食中甲硫氨酸含量较高，摄入过多易引

可取得较好的疗效，说明中医药在防治该病方面有着广阔的前

起 Hcy 水平升高，而蔬菜和水果中叶酸和维生素 B 含量高，往

途，其机理和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5]

往有助于降低 Hcy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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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从五脏分型论治
Treating insomnia based on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typing
李艳蓉 1 吴绍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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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五脏功能来分析不寐形成机制，确定不寐治疗原则，利于临床辨证施治，利于临床分型、认证，从做到有的
放矢，提高治疗效果。
【关键词】 不寐；五脏分型；中医治疗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viscera function to determine the insomnia, treatment principles,
favorable clinical dialectical therapy, to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certification, from do have a definite object in view,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Keywords】 Insomnia; Five internal organs typing;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32
不寐最早由《难经》提出，是临床常见病证、多发病。临

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

床表现为白天困倦思睡、无精打采、晨起感到疲劳或缺乏清醒

脾。
”气血充足与否，与脾关系密切，
“血舍魂”所以脾与不寐

感，夜间兴奋不眠、难以入睡、睡眠不深、易醒、多梦、早醒、

关系紧密。脾伤生化不足，不能上奉于心，致心神不安。《景

醒后不易再睡等。妨碍人们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健康等。笔

岳全书•不寐》云：
“劳倦思虑太过者，必致血液耗亡，神魂无

者从五脏分型论治取得满意的疗效，简述如下，请同仁们商榷。

主，所以不眠”
。
《类证治裁•不寐》说：
“思虑伤脾，脾血亏损，

1

从心辨治
心为五脏之首，主血脉、神志。心主神志又称心藏神。
《素

经年不寐。
”常见临床证多为心脾两虚等。
4

从肺辨治

问•灵兰秘典论》说：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
《灵枢•

肺为华盖，脏腑娇嫩，其生理功能主气、司呼吸、宣发肃降、

邪客》也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若

通调水道、朝百脉主治节。从肺功能分析，肺与不寐联系较少，

心主神志生理功能出现障碍异常，可出现精神意识的异常而见

然《素问·宣明五气篇》
：有“肺藏魄”之说。再《素问•病能论》

失眠、梦多等症。
《古今医统大全•不寐侯》
：
“痰火扰心，心神

曰：
“肺者脏之盖也，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
”
《灵枢·邪

不宁，思虑过伤，火炽痰郁，而致不寐者……真阴不升而心阳

客》曰：
“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若卫气独卫其外，

独亢，亦不得眠。”《沈氏尊生书•不寐》：“心胆俱怯，触事易

行于阳，不得入于阴，故目不瞑。
”
《灵枢·邪客》曰：
“夫邪气

惊，梦多不详，虚烦不眠。”《景岳全书•不寐》[1]云：“无邪而

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

不寐者，必营气不足也，营主血，血虚则无以养心，心虚则神

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

不守舍。”从心辨治不寐常见痰火扰心、心阳亢盛、心血不足

阳满，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人们的寐寤与卫气关系紧

等证候。现代临床多从其证而治疗不寐。

密，卫气形成及运行正常与否，均依赖肺宣发肃降，说明不寐与

2

肺有着内在联系。若肺气阴不足，魄无以为藏，症可见不寐等。

从肝辨治

若痰盛储肺，肺失宣发，魄受搅扰，不能安舍于肺而不寐。常见
祖国医学认为肝脏生理功能主疏泄、藏血。
《素问•六节藏

病证有营卫不和、痰湿内盛、气阴不足等。

象论》中说：
“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
。魂乃神之变。
《类
经》云：“魂之为言，如梦寐恍惚，变幻游行之境，皆是也。”

5

从肾辨治

《本神》说：
“肝藏血，血舍魂”
。所以肝血不足则魂不守舍，

肾处腰际，主要生理功能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

可见卧寐不安等症。肝体阴而用阳，怒为肝之志，情志之变，

液代谢。《类证治裁•不寐》所云：“阳气自动而之静，则寐。

易于化火，上扰心神可见不寐等症。肝为刚脏，阴常不足，阳

阴气自静而之动，则寤。不寐者，病在阳不入阴也”
。
《景岳全

常有余，肝阳易于亢盛，风阳升动，上扰清空也可见少眠多梦

书·不寐》
：
“真阴精血不足，阴阳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

等症。从肝辨治不寐常见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郁化火等证。

肾阴耗伤，不能上奉于心，水火不济，心火独亢，扰动心神而

3

致神无安宁，则可见不寐心烦，心急多梦等。临床常见症候为

从脾辨治
脾居中焦，主运化、升清、统摄血液为主要生理功能。对

饮食物消化和吸收依赖于脾的运化，水谷精微才能“灌溉四旁”

心肾不交、肾阳虚衰等。
6

病案介绍

和布散全身，所以有“后天之本”之称。正如《医宗必读》[2]

患者甲，男，37 岁，兰考南丈镇人，2009 年 3 月就诊。

中说：
“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

主诉：失眠两年余，加重月余。患者平素工作繁忙，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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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前受寒出现发热、流涕、咳嗽等症状，自行购买治疗感冒制剂
及消炎药物服用，诸症好转，渐渐发现夜间睡眠欠佳，未曾注
意，渐行加重，当地医院治疗，间断好转，后辗转多地治疗，

渐渐好转消失，半年后再见时基本痊愈。
7

结

语

中药、西药服之无数。中药制剂有益气养血、镇静安神、清热

笔者从五脏论治不寐，临床上取得了不错疗效。五脏功能

化痰、补肾降火、清肝泻火等，西药有安定、抗焦虑、抗抑郁

相连，生理功能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为用，不能强

制剂等。细问病人除失眠症之外，还可见偶有咳嗽、咽痒等症，

调从一而不变，临床上常见脏腑合病、并病。如：心脾两虚、

喉科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月前，天气变化有受寒之嫌，失眠有

心肾不交、心虚胆怯等症候。因此，临证时可以着重单一脏腑

所加重，但无发热、流涕、全身酸软无力等感冒症状。症见：
不寐，偶咳嗽、咽痒，纳少，口苦、烦闷急躁，舌淡、苔薄白，
脉细。从病史及症状分析，应从肺辨治，患者过劳伤及卫气，
受寒后治之适当，致肺卫不宣，营卫不和而发。治之宣通肺卫，
调和营卫，麻黄桂枝各半汤加龙骨牡蛎、酸枣仁、柏子仁。桂
枝 10g，芍药 6g，麻黄 3g，杏仁 6g，甘草 3g，生姜 3 片，大

功能辩别，兼顾他脏征象，辨证才能准确，疗效才能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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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痛经中医认识浅解
TCM understanding of primary-dysmenorrho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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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发性痛经（Primary-dysmenorrhoea）是功能性痛经，是指生殖器官无器质性病变的痛经，在青少年期多见，流
行病学调查表明其发病率在 30%～90%。本文主要探索该病中医病因病机、深化辨证认识，为其治疗提供更好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原发性痛经；病因病机；治则治法
【Abstract】 Primary-dysmenorrhoea is functional dysmenorrhea in reproductive organs without organic disease, often occurs in
junior.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showed incidence rate of 30%～90%. In this paper, the disease pathogenesis and mechanism were
explored for the treatment.
【Keywords】 Primary-dysmenorrhoea; Etiology; TCM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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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痛经（Primary-dysmenorrhoea）[1] 是功能性痛经，
是指生殖器官无器质性病变的痛经，表现为月经期疼痛，常呈

1

首辨虚实寒热
正如《医宗金鉴》云“腹痛经后气血弱，痛在经前气血凝，

痉挛性，集中在下腹部，其他症状包括头痛乏力、头晕、恶心

气滞腹胀血凝痛，更审虚实寒热情”
。

呕吐、腹泻、腰腿痛。原发性痛经在青少年期多见，常发生于

1.1 “瘀”为其标

月经初潮 6～12 个月后、初建立排卵周期时，流行病学调查表

1.1.1 气滞血瘀

。
明其发病率在 30%～90%[2-3]。中医称之为“经行腹痛”

女子以肝为先天，以血为用。一则肝藏血喜条达，主疏泄气

原发性痛经主要是由于妇女在行经期间受到各种致病因素

机；二则血随气行，气顺则血畅。肝气郁结易滞，如若肝失条达，

的影响，导致气血不和、运行不畅，冲任郁阻，胞宫经血流通

疏泄失常，血海气机不利，冲任失调而致经血不畅，胞膜瘀阻，

受阻，以致“不通则痛”
，或冲任、胞宫失于濡养，
“不荣则痛”

不通则痛而发为痛经。临床上本病多发于年轻女性，由于工作生

[4]

。而实际在临床观察痛经患者以实证为多，即使是虚证，也多

活压力大，更易致肝气郁结，气郁不舒，血行失畅，以致气滞血

[5]

为虚中夹实，单纯虚证并不多见 。因此，究其发病因素及病理

瘀，胞宫瘀阻，发生痛经。因此《傅青主女科》云“夫肝属木，

演变，
“不通则痛”是导致痛经发生的主要病因病机[6]。在治疗

舒则通畅，郁则不扬。经欲行而肝不应则抑拂其气而痛生”
。

上就其标本缓急以审症求因、寓补于通的原则达到治愈效果。

1.1.2 寒凝血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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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调经论》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不
能流”。说明了“寒”乃是引起痛经的另一主要原因。妇女正

-65“温”法。具体运用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为通，以补气血、
温肾阳为温。

值经期，冒雨涉水，或过食寒凉生冷，或久处湿地，感受寒湿

在具体治疗上，分阶段治疗，即经前、经期为标，故滋补

之邪，侵袭胞宫。湿性粘腻重浊，寒性收引凝滞，阻碍气机，

肝肾的基础上给予活血通络止痛。经后为本，主以调补肝脾肾，

脉管拘挛，血流不畅，故作疼痛。痛经的病位在胞宫，冲脉起

临证加减。

于胞宫，寒客冲任与血相搏，以致子宫冲任气血失畅，引起疼

2.1 辨证虚实指导治疗

痛。对于冲脉的叙述《素问•举痛论》曰：
“寒气客于冲脉，冲

实者疼痛多发生在经前或经中，此时正值血海充实，易生

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

瘀滞。如若气郁，或寒、热、湿邪侵袭，则易导致气滞血瘀、

故揣动应手矣。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

寒凝血瘀、湿热瘀滞而引发疼痛。因此治疗多以此三证为主，

故腹痛引阴股。
”

结合妇女经期气血特点辨证用药。气滞血瘀者疏肝理气、活血

1.1.3 湿热瘀阻

化瘀、通络止痛，方药多以膈下逐瘀汤为基础方加减。寒凝血

素有湿热内蕴，或平素嗜食辛辣厚味，湿热内生；或经期

瘀者温经散寒、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多用温经汤、当归四逆

产后，摄生不慎，湿热蕴结，与血搏结，稽留于充任、胞宫；

汤加减。湿热瘀滞者清热除湿、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多采用

或血受热灼而成瘀，瘀血阻滞，以致气血凝滞不畅，经行之际，

清热调血汤，因本证临床较前两种少见，故大多在前两型上加

气血下注充任，胞脉气血更加瘀滞，
“不通则痛”
，故使痛经。

以利湿祛热的药物。但对于本病临床上多不拘泥此法，此方，

在《景岳全书》中就有：“经行腹痛，证有虚实，实者或因寒

各医家用方用药变化较大，且收效较好。

滞……或因热滞。
”

虚者疼痛多于经后期发生，此时月经将净，血海空虚，胞

1.2 “虚”为本

脉失于濡养。故临床多见气血虚弱、肾气亏虚，因此经后期用

1.2.1 肾气亏损

药多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中加以补益气血、调理肝肾的药物，

肾为先天之本，元气之根，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先天
禀赋不足，或房事不节，或久病耗损，导致肾精亏虚，经后血

此类药物依各家用药有所加减。达到标本兼顾、寓通于补。
2.2 中药调周法

海更虚，胞脉失养。另一方面肾阳虚于内，胞宫失于温煦，或

在月经的产生过程中，随着阴阳的消长、气血的盈亏变化

饮寒涉冷，重伤阳气，而致寒凝冷结；或情志不畅，肝气郁结

而有月经期、经后期、经间期、经前期的生理节律，从而构成

碍滞失于条达，或肾气不足，气化、推动无力，血行瘀滞，都

了月经周期。因此临床上依据中医月经周期四个时期阴阳消长

可导致冲任胞脉气血活动受阻，胞宫气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

转化理论而立中药调周法。行经期，重阳必阴，是阳转阴，故

《傅青主女科》曾云“妇人有少腹病于行经之后者，人以为气

以益肾通经为主；经后期，阴长阳消，阴长至重，故以滋阴养

血之虚也，谁知是肾气之涸乎。”就指出其中“肾为其本”的

血为主；经间期，重阴必阳，是阴转阳，故以补肾调血为主；

首要意义。

经前期，阳长阴消，阳长至重，故以补肾疏肝为主。

1.2.2 气血虚弱

对于痛经患者在应用中有所变化，因此在经净痛止后则宜

妇女以血为本，常不足于血，素体脾胃虚弱，气血化生无

审证求因以固本，以防再发。宜结合证候的虚实寒热，平时采

源，胞宫失养，或大失血后气血不足，冲任行血虚少，加之经

用行气活血，或温经散寒，或清热除湿，或益肾养肝，或补肾

行血泄，气血更虚，另一方面气血虚弱，冲任虚损，胞宫不得

健脾等法，达到治未病的效果。各医家依据妇女月经周期调理

气血濡养，气虚血弱无力推动，致气血瘀滞，不通则痛。气血

治愈率均有提高，得到较好的疗效，防止复发。

对于妇女的重要性在《景岳全书·妇人规》中就有“凡人之气
血犹源泉也，盛则流畅，少则奎滞，故气血不虚则不滞。
”
2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本病伴随月经周期而发，与女性经期及经期前后，特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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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同治治疗前列腺增生体会
The experience of Goldwater Tongzhi for treating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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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列腺增生又称前列腺肥大，是老年男性的一种常见病。中国古代医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笔者根据肺肾同
源、金水相生的中医理论，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运用金水同治的方法治疗前列腺增生，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中医治疗
【Abstract】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also known as enlarged prostate is a common disease of the older men. Ancient Chinese
physicians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The author according to lung and kidney
homologous Goldwater Aio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dialectical theory of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use of the the Goldwater
Tongzhi method of treatment of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and achieved satisfactory efficacy.
【Keywords】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34
前列腺增生又称前列腺肥大，是老年男性的一种常见病。
在中医属“淋证”
、
“癃闭”、
“遗尿”等病范畴。前人在长期的

地位，所以有“其本在肾，其标在肺”之说。
在病理上肺失宣肃，不能通调水道，肾不主水，水邪泛滥，

医疗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疗本病的经验，而且在理论

肺肾相互影响，导致水液代谢障碍。水液代谢障碍虽然与肺有

上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如《谢映庐医案•癃闭门》说：
“小便

关，但其根本仍在于肾，所以“水病下为月付肿腹，上为喘呼，

之通与不通，全在气化与不化，然而气化二字难言之矣，有因

不得卧者，标本俱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素问•水热

湿热郁闭而气不化者，用五苓、八正、禹功、舟车之剂，清热

穴论》
）
。肾所主之关门开阖失灵，当关不关而发为本病之小便

导湿而化之；有因上窍吸而下窍之气不化者，用搐鼻法、探吐

频数，遗尿或尿失禁。当开不开而发为本病之尿闭或小便滞涩。

法，是求北风开南牗之义，通上窍而化之；有因阴无阳而阴不

由于肺脾肾三脏在调节水液代谢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生者，用八味丸、肾气汤，引入肾命，薰蒸而化之；有因无阴

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治疗水液代谢病变的关键是以肾为本，

而阳无以化者，用六味丸、滋肾丸，壮水制阳光而化之；有因

以肺为标，以脾为中流砥柱。

中气下陷而气虚不化，补中益气，升举而化之；有因冷结关元

1.2 前列腺增生

而气凝不化，真武汤、苓姜术桂之类，开冰解冻，通阳泄浊而

主要表现为尿频，排尿困难，急性尿闭或尿失禁。早期往

化之；有因脾虚而九窍不和者，理中汤、七味白术散之类，扶

往仅为夜尿次数增多，临床上癃闭大体分为膀胱积热、肺热气

土利水而化之”。古法甚多难以一一列举，但总之，治病必求

雍、肝郁气滞、浊淤阻塞、中气下陷、命门火衰六个不同类型。

本。本人运用金水同治之法辨证治疗前列腺增生，取得满意疗

1.2.1 膀胱积热型

效，介绍如下。
1

主要表现为小便点滴不通，或量极少或短赤灼热，小腹胀
满，口苦口粘，或口渴不欲饮，或大便不畅，舌质红，苔根黄

金水同治的机理

1.1 金水同源
《外经微言》说：“肾水非肺金不生，肺金非肾水不润。

腻，脉数。
1.2.2 肺热气雍型
主要表现为小便涓滴不通，或点滴不爽，咽干，烦渴欲饮，

盖肺居上焦，诸脏腑之火，咸来相逼，苟非肾水灌注，则肺金

呼吸短促，或有咳嗽，舌苔薄黄，脉数。

立化矣。所以二经子母最为关切。无时不交相生，亦无时不交

1.2.3 肝郁气滞型

相养也。”肺肾为母子关系，生理上相互滋生，病理上相互影
响，治疗上多肺肾同治。
在生理上肺水之上源，肾为主水之脏：肺主身之气，水液
只有经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才能达到全身各组织器官并下输

主要表现为情志郁怒后，突然小便不通，或通而不畅，胁
腹胀满或痛，舌质红，苔薄或薄黄，脉弦。
1.2.4 浊瘀阻塞型
主要表现为小便点滴而下，或尿如细线，甚则阻塞不通，

膀胱，故称“肺为水之上源”而肾阳为人体诸阳之本，其气化

小腹胀满疼痛，舌质紫暗，或有瘀点，脉涩。

作用有升降水液的功能，肺肾相互合作，共同完成正常的水液

1.2.5 中气下陷型

代谢。肺肾两脏在调节水液代谢中，肾主水液的功能居于重要

为小腹坠胀，时欲小便而不得出，或量少而不畅，精神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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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食欲不振，气短而语声低细，舌质淡，苔薄，脉象细弱。

后，天癸渐竭，阳气虚衰，阴阳失调，气血运行失畅，败精瘀

1.2.6 命门火衰型

血，凝结滞块而成。男性 50 岁后肾气虚表现明显，前列腺失

主要表现为小便不通或点滴不爽，排出无力，面色恍白，

于肾气滋养故常导致肥大。特别是青年时期不能节制房事，前

神气怯弱，畏寒，腰膝软而酸软无力，舌质淡，苔白，脉沉细

列腺反复过度充血，或经常忍精不下，精血淤凝，导致前列腺

而尺弱。

纤维组织增生肥大；不注意阴部卫生，膀胱尿道经常发炎，湿

2

金水同治的方法

2.1 治金
肺为水之上源，肺气得宣，肃降乃行，则小便通利也。治

热毒邪由下窍侵入，使前列腺长期遭受邪毒湿热的刺激，造成
前列腺增生肥大，压迫尿道引起排尿困难。现代医学明确指出
是前列腺腺体。而中医理论是从整体观出发，认为人体是一个
有机整体，脏腑之间在生理、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

疗本病时，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宣肺之品，即“下病

对本病的辨证诊治，首先应分清虚实，然后再权衡轻重缓

上治”
、
“提壶揭盖”之法，若为肺热气雍、湿热下注膀胱等实

急，进行治疗。以溺闭气不通，淋漓不爽，用力努责而出者多

证者，可加麻黄、桔梗、生石膏等，若为中气下陷，肾气不足

属实证；小便不能控制，失禁或遗尿者多属虚证。暴病多属实

等虚证，可加香薷、桔梗、前胡、升麻等品，一可以使肺气得

证；久病多属虚证。因湿热蕴结，浊瘀阻滞，肺热气雍者多属

宣而，金令可及州都，二可以使清气得以上升则浊阴得以下降，

实证；因中气不足，肾阳衰惫，命门火衰，肾阴亏耗，气化不

也即“欲降先升之”
。

及者多属虚证；又因痰瘀互结之证为标实之证，所以虚证并非

2.2 治水

单纯之虚证。本病常常是虚实夹杂，本虚标实之证。实证治宜

肾藏精，为主水之脏，主气化而司开阖。本病发病多为老

清温热、散瘀结。利气机而能水道；虚证治宜补脾肾以助气

年人，因老年肾气衰弱，气化不及州都，而致本病。因此，

化，而达到气化得行，而小便自通的目的。笔者在临床工作

常常以温补肾阳，通利水道为治疗本病的基本法则，最常用

中，在辨证诊治的基础上，金水同治，取得良好疗效。在小

的是济生肾气丸合缩泉丸，收效颇佳。若为肾阳亏耗，用六

便点滴不通的情况下，内服药缓不济急，还可先用多种外治

味地黄汤或猪苓汤加减或滋肾通关丸滋阴化气以利小便。

法来急通小便，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有导尿法，或针刺中极、

3

气海、膀胱俞、三焦俞、阴陵泉等穴位。可根据实际情况灵

典型病例
例 1：患者甲，男，65 岁，退休工人，于 1995 年 3 月首

诊，两年前曾到市某医院确诊为前列腺增生，经多方治疗，病
情时轻时重，近一周来病情加重，小便困难，欲解不能，点滴
而下，淋漓不尽，腰骶部酸胀不舒，两天前到市某医院就诊，
建议手术治疗，患者拒绝手术治疗前来就诊，症兼见咳嗽，痰
多色黄，舌质暗红有瘀点，苔黄腻，脉数。审其脉证，乃肺热
气雍，痰瘀互结之证，治疗以宣肺利水，清热化痰，化瘀散结
之法，拟方：炙麻黄 15g，桔梗 10g，防风 15g，鱼腥草 30g，
生石膏 100g，乌稍蛇 15g，白花蛇舌草 30g，山药 20g，车前
子（包煎）20g，甘草 10g，大枣 15g。2 日 1 剂，连服 5 剂。
药后小便畅利，其余诸症明显减轻。其后用五苓散加王不留行、
蝉蜕、路路通善后，连服 5 剂而安，随访 4 年无复发。
例 2：患者乙，男，56 岁，农民，于 1997 年 4 月首诊，
半年前在市某医院确诊为前列腺增生，曾服用多种中西药无明
显好转，前来就诊，诉自发病以来，小便欲解难出，淋漓不尽，
时有夜间遗尿，遗后方醒，兼见腰膝酸软且胀痛不舒，舌淡苔
薄白脉弱。综观脉症，当为肾阳不足之证，治以温补肾阳，用
济生肾气丸合缩泉丸加减，拟方：白附片（先煎 30min）30g，
桂枝 15g，车前子（包煎）20g，熟地 20g，山药 20g，淮枣皮

活使用。
现代医学认为，前列腺增生患者，匀有不同程度的前列腺
肿大，中医认为是痰瘀互结，凝聚为块，阻塞尿道，水道不利。
因此痰瘀互结贯穿着前列腺的增生整个病变过程。故治疗应加
上一些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之品以消前列腺之增生，笔者在临
床中常用乌稍蛇、地龙、皂角刺、王不留行、路路通等品，取
得了满意疗效。上海中医学院附属署光医院应用当归、丹参、
红花等；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主用夏枯草、海藻、昆布等；内蒙
古凉城县人民医院应用桃仁、红花、赤芍、川牛膝、王不留行、
皂角刺等，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关于前列腺增生的危险因素已有许多报道，但结论很不一
致。首先年龄因素与前列腺增生发生密切相关。但还有其他许
多因素可能影响前列腺增生的发生。这些因素如：吸烟、遗传、
饮食、肥胖、饮酒、性生活、社会经济地位、高血压、精神病
等。虽然有许多因素与前列腺增生发生的关系仍未确定。避免
危险因素也是预防前列腺增生的相应策略。即使年龄、遗传这
些明确的危险因素是不能避免的。而我们可以避免潜在危险因
素，例如改善不良生活习惯，合理膳食，重视心理平衡，开展
健康教育，倡导自我保健及社会普查等。

15g，茯苓 20g，泽泻 20g，乌稍蛇 15g，前胡 15g，桑螵蛸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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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念方教授补气饮治疗老年气虚血瘀型胸痹经验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SHAO Nian-fang for treating elderly thoracic
obstruction of Qixu Xueyu type
陈修保 1 陈维达 2 刘秀娟 1 王 华 2 陈泽涛 2
（1.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1 级硕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250014；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 济南，2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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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年胸痹的病机关键在于气虚血瘀，邵念方教授依据气虚血瘀理论，组方黄芪等 10 味中药为补气饮，以之治疗
老年胸痹，临床实践数十载，疗效显著。
【关键词】 补气饮；气虚血瘀；胸痹
【Abstract】 The pathogenesis key of elderly thoracic obstruction is Qixu Xueyu. Professor SHAO Nian-fang creates Buqi decoction
made up from 10 herbs besides astragalus based on the Qixu Xueyu theory. The decoction has been applied for decades. The effect was
significant.
【Keywords】 Buqi decoction; Qixu Xueyu; Thoracic obstru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35
邵念方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山东名老中

组成补气饮，功专补气活血。药物组成：生黄芪，上党参，麦

医，业医 50 余载，尤善调治胸痹。并指出老年胸痹的病机关

门冬，石菖蒲，野葛根，紫丹参，白檀香，炒枣仁，广砂仁，

键在于气虚血瘀，脉络痹阻。依据气虚血瘀理论，组方黄芪等

炙甘草。方中重用生黄芪、上党参为君，功专补气，鼓动血行；

10 味中药为补气饮，以之治疗老年胸痹，临床实践数十载，效

紫丹参、野葛根为臣，意在活血祛瘀，通行血脉，瘀化而痛止；

如桴鼓。

麦门冬养心阴，清心热；石菖蒲善开心窍，化湿和胃；炒枣仁，

1

味酸善敛，养血安神；白檀香，辛散温通，宽胸利膈；广砂仁，

胸痹概述

乃醒脾调胃之药，行气亦调中，合丹参檀香，有丹参饮之妙；
胸痹，首见述于《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
“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胸痹是
以发作性胸痛为特征，甚则胸痛彻背，喘息不得卧，伴有胸闷、
心悸、气短、乏力、劳则加重等症状，舌质多紫黯，脉象多沉、
细、弦、弱，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见于现代医学的冠心病心
绞痛、心肌梗塞等疾病。
2

气虚血瘀
通过对该病证候长期临床实践与观察研究，邵老概括胸痹

病机：本虚标实，气虚血瘀。并指出：老年人，年过半百，气
血渐衰；或是久病失养，耗伤气血；加之食饮不节，脾胃由伤，
气血化生乏源；亦或情志不舒，气机郁滞，影响血运。内经云：

炙甘草，主和主缓，调和诸药又安中。纵观补气饮方，用药精
练，组成严谨，以补气为主，以活血为辅，兼以开窍宽胸、养
阴安神；补心气，通心脉，益心阴，安心神，止心痛。全方气
血通调，虚实并治，标本兼顾，共主益气活血之功。
邵老临床诊治胸痹病证，四诊合参，辨证施治，在辨明气虚
血瘀的基础上，灵活应用，随法施药：气虚甚者，更党参为人参；
血瘀重者，加川芎、地龙；阳虚者，酌加桂枝、附子、细辛；阴
虚者，酌加桑寄生、石斛、沙参；兼有痰浊者，可添全瓜蒌、葶
苈子、前胡；兼有气滞者，可添郁金、枳壳、香附；痛甚者，加
三七粉、延胡索；寒象明显者，酌加吴茱萸、肉桂、良姜。
4

病案举例

“气为血帅，血为气府，气行则血行。”气虚则鼓动失司，血

患者甲，男，64 岁。2011 年 9 月初诊。冠心病史 7 年，

行不畅，停而为瘀，瘀血阻滞心脉，心脉痹阻，不通则痛，故

慢支病史 10 年余。症见：胸闷、胸痛，劳累时加重，偶有咳

而发为胸痹。胸痹的病位主要在心，心主血脉。心气虚是胸痹

嗽、气短，纳差，眠可，大便干，小便调，舌质暗红，苔黄腻，

的根本所在，血脉瘀阻是病理表现：虚是根本原因，瘀是病理

脉滑。心电图示：窦性心律，T 波低平、双向。邵老辨证为心

产物；虚可以致瘀，瘀又可以进一步加重虚，虚与瘀相互影响，

气不足，痰瘀阻滞；治宜益气活血，行气化痰，方选补气饮加

是导致胸痹的最主要因素。

味，处方：生黄芪 30g，上党参 18g，麦门冬 20g，石菖蒲 12g，

3

益气活血—补气饮
根据胸痹气虚血瘀基本病机理论，邵老结合丰富的临床实

践经验，优选优化药物组合，最终确定黄芪等 10 味传统中药

野葛根 24g，紫丹参 30g，白檀香 10g，炒枣仁 18g，广砂仁 6g，
肥肉桂 12g，全瓜蒌 18g，肉苁蓉 18g，炙甘草 6g。服上药 7
剂后，诸症好转，大便质稀；二诊，加炒白术 24g，炒芡实 12g，
（下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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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的中医治疗探讨
An issue on treating vertigo in TCM
周继莲 1 张思宇 2
（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山西 吕梁，030500；2.山西关帝山国有林管理局云顶山林场，山西 太原，045399）
中图分类号：R25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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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心脑血管病数量急剧增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等导致的心脑血管病成为常见病多发病，头晕作为这
些病的共同症状，困扰着病患人群，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影响家庭的生存质量。膏粱厚味的过量摄入，体力、体育运动的减
少，加速了脾胃功能的失调，这些构成了眩晕的主因，肝阳上亢，痰浊中阻导致人体气机不畅。科学预防，合理用药、力争毒副
作用最小，治疗的高质量是医学工作者研究的方向。笔者就这些问题应用中医理论临床治疗中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 眩晕; 痰浊; 肝阳上亢; 心脑血管病; 合理用药
【Abstract】 Number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patient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high blood pressure, high
cholesterol, high blood viscosity due to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become common diseases frequently, the common symptoms of these
diseases is dizziness, threaten human health in seriou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domesticity. Greasy and surfeit flavour excessive intake, the
reduction in physical strength and activity, to accelerate the spleen and stomach function disorders, which constitute the main cause of the
dizziness, Ganyang Shangkang and Tanzhuo Zhongzu lead to the body gas-poor. Scientific prevention, rational medicine use, and efforts to
reduce side effects, high-quality treatment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medical workers. TCM was effctive in treating these issues, the author has
achieved satisfactory results.
【Keywords】 Dizziness; Tanzhuo; Ganyang Shangka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ational medicine u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36
概念：眩是眼花，晕是头晕，二者常同时出现，互为影响，

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
”强调“无虚不作眩”
，在

故统称眩晕。轻者闭目可止，重者如坐车船，旋转不定，不能

治疗中以治虚为主。这些理论为现代临床治疗提供了坚实的理

站立，常会伴有恶心呕吐，汗出面白，甚至昏倒等症状。

论基础和实践保证。

常见的疾病如内耳性眩晕（美尼尔氏综合征）、动脉硬化
症、高血压、高血粘症、贫血、神经衰弱症以及某些脑部疾患
等病证，都会有眩晕为主症的表现。

1

临床治疗

1.1 肝阳上亢型眩晕的治疗

病因：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类的营养在逐步加强，

主要表现为：眩晕耳鸣，头痛头闷，每因烦劳或恼怒而头

肉、蛋、奶等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普通品，

痛、头晕加重，同时面色潮红，急躁易怒，少寐多梦，口干口

一些奢侈食物也大量被人们食用；体力劳动强度在减弱，人们

苦，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治疗当平肝潜阳，清火熄风。用

的体力消耗日趋减少；相对应的是脑力劳动的强化，社会压力

天麻钩藤饮加减。方中天麻、钩藤、石决明平肝潜阳，黄芩。

的加大，好多人在电脑前或办公桌前一坐就是一天，下班后坐

山栀消肝火，牛膝、杜仲、桑寄生补肝肾，夜交藤、伏神养心

在车里，身体的活动很少，而后进入餐厅，大油大肉，烟酒饮

安神。对于肝火旺盛者，加入菊花、夏枯草、白蒺藜；目赤口

料，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过量摄入，饮食的膏粱厚味，身体的

苦，大便干燥者，加入龙胆草。大黄、厚朴等，清肝泻火以通

静多动少，导致血液中代谢的负担加重，随之出现心脑血管的

脏腑，泄糟粕；如肝风内动，手足震颤者，加入珍珠母、龙骨、

疾病，神经衰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现代人眩晕成为常

牡蛎、山羊角以镇肝熄风。如舌酱紫，苔黄厚腻者，加入泽泻、

见病多发病的社会原因。

猪苓、车前子，半夏，燥湿化痰，调和肝脾。

本病的病因及治疗历代医籍有很多描述，《素问·至真要

从 2000～2012 年，我们用此方治疗高血压、高血粘患者

大论篇》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论述、
《灵枢·海论》
“髓

32 例，这些患者多年服用西药，效果不佳，血压大都在 180～

海不足”
、
《灵枢·口问》
“上气不足”等记载，
《素问·玄机原

150/120～100mmHg 之间，高血脂、高血粘，其中有部分患者习

病式·五运主病》阐述本病的发生是由于风火，有“风火皆属

惯性便秘，对于这类病人天麻钩藤饮和小承气汤联合应用，服

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旋转”的论述。
《丹

用中药期间，
降压西药也不停。
用药 2 周后血压大都能降到 140～

溪心法·头眩》有“无痰不作眩”的理论，提出“治痰为先”

120/90～80mmHg 之间，然后隔日一剂，连续用药 7～10 周。32

的方法。
《景岳全书·眩晕》指出“眩晕一证，虚者居其八九，

例病人，在服用上药 6 周后，血脂血粘度值明显改善的 2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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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服用 10 周后血脂血粘度改善的有 30 例，2 例在服药 2 周后效果

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加人参、附子、干姜、黄芩、石菖蒲、夜交

不明显，停药。此类病之人大多素体阳盛，肝阳上亢或因长期

藤治疗，2 周后，基本好转，用脾肾两助丸和麦味地黄丸调养

忧郁恼怒，气郁化火，肝阴暗耗，风阳升动，上扰清窍，发为

月余痊愈，头上还有新发长出。
本病因湿阻中焦，气机不畅而发，上焦之火无下焦之水牵

眩晕。或素体阴虚，不能养肝，以致肝阴不足，肝阳上亢发为
眩晕。

制而炎上致头晕口干，嗜睡多梦，下焦因无上焦之火的温醺致

1.2 痰浊中阻性眩晕的治疗

腰以下如凉水倾注，半夏泻心汤燥湿祛痰，佐以干姜附子温肾

临床表现：眩晕而见头重如裹，胸闷恶心，少食多寐，舌

水，牛膝降心火以沟通心肾，达到了预期效果；后用半夏白术

苔白腻，脉象濡滑。治疗当燥湿祛痰，健脾和胃，佐以祛风。

天麻汤，攻补兼施，燥湿固本，起到了很好的疗效。

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方中半夏、陈皮、茯苓炙甘草化湿祛

3

体

会

痰，白术健脾，天麻熄风，共同组成标本兼顾、攻补兼施之方
效，若呕吐较重者加代赭石、竹茹镇逆止吐，加泽泻、车前子、

历代医家认为本病属虚属痰，把此病分为肝阳上亢、气血

萆薢利湿气，佐以泽兰叶、郁金化瘀解郁，使停阻中焦的痰湿

亏虚、肾精不足、痰浊中阻四类，这几年的治疗中发现，本病

运转排出，而不上冒，共建治眩晕止呕吐的功效，若脘闷不食

多以肝阳上亢和痰浊中阻出现，中医理论有脾主四肢肌肉，主

加入草寇仁、砂仁化浊开胃，耳鸣多寐者，加石菖蒲，葱白通

运化水谷精微达四肢百骸的功能，现代人的饮食中杂粮比例减

阳开窍。若痰郁化热，可加温胆汤，也可加入黄连，黄芩等清

少，肉、蛋、奶、油的比例急剧增加，紧张的工作，繁多的应

热药化痰泄热，如果痰湿中阻，郁久化热，气机不畅上热下寒，

酬，使得膏粱厚味摄入过量，营养过剩；不规律的作息习惯，

当用半夏泻心汤和半夏黄连鸡子黄汤加减治疗，以祛痰除湿交

身体运动的不足，导致代谢不畅，凡此种种加重脾的负担，运

通心肾。此类病人多素体脾虚，又恣食肥甘，劳倦过度，复伤

化失衡而致病。对于气血亏虚和肾精不足者，发病率不是太高，

脾胃，健运失施，以致水谷不化精微，聚而生痰。痰湿中阻，

气血亏虚的患者以女性居多，多因节食减肥所致，这些人的饮

则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发为眩晕。在临床治疗中，常合并上

食量不足，营养比例失调，日久生病发为眩晕，治疗中可以改

焦偏热，下焦虚冷的病症，需燥湿祛痰，通理气机，气行血畅，

变其习惯，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健康观，稍加调理就能好转，

自然寒热协调，诸证尽愈。

这里就不多阐述。

从 2000～2012 年间共治疗这类病人 41 例，其中美尼尔氏

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可以使肌肉和关节的神经感受器发

证 11 人，脑供血不足者 27 人，其他病人 3 人，血压正常者 27

生运动，并传到中枢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

人，高血压病人 14 人，美尼尔氏病人每年春秋季于未发病时

劳动和运动还能促进和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各用药 2 周，明显减少发病次数，治疗 2 年后 8 人未见复发。

使大脑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和氧，有助于消除疲劳，恢复正常

脑供血不足者，在服药一周后眩晕明显好转。

功能。还能使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身心健康；为了健康的体

2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 36 岁，2011 年 10 月初诊。自觉头晕头闷三年，

神疲乏力，嗜睡多梦，口干口苦，食欲不佳，腰以下发冷如凉
水倾注，头发稀疏，舌淡胖，苔白厚如霜伏，脉濡滑微数。此
乃脾肾气虚，湿阻中焦而至的心肾不交之证，治疗当燥湿祛痰，

魄，我们要劳逸结合，规律起居，合理饮食，加强运动，在良
好的环境中获得健康的体魄。
参考文献：
[1]王永炎.中医内科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健脾补肾，通利气机，交通心肾。用半夏泻心汤加减，方用半
夏 10g，黄连 5g，黄芩 10g，干姜 8g，党参 15g，茯苓 15g，

周继莲，工作单位：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白术 12g，泽泻 12g，萆薢 15g，珍珠母 20g，怀牛膝 10g，夜

张思宇，工作单位：山西关帝山国有林管理局云顶山林场后勤室。

交藤 15g，石菖蒲 10g，甘草 6g，砂仁 8g，服用 6 剂后头晕缓
减，口干消失，腰以下发凉未缓减，舌象依旧，脉象濡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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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服 7 剂；三诊，诸症平妥，乃复查心电图：轻度 T 波改变，

减轻，余症好转；二诊，减郁金，继服 7 剂；三诊，诸症平妥，

嘱继二诊方 7 剂。

乃复查心电图：大致正常范围。继补气饮原方 7 剂以善后。

患者乙，女，72 岁。2012 年 5 月初诊。冠心病 5 年余，
3d 前因情志不畅出现胸痛，痛若针刺，伴胸闷、气短，纳可，
眠差，二便调，舌质暗，苔薄白，脉沉弦。心电图示：ST 段
压低。自服消心痛等治疗，症状无明显好转。邵老辨证为心气
亏虚，瘀阻心脉；治宜益气活血，条畅气机，方选补气饮加味，
处方：生黄芪 30g，上党参 24g，麦门冬 30g，石菖蒲 12g，野

作者简介：
陈修保（1987-），男，山东日照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医结
合防治老年病的研究。
通讯作者：陈泽涛（1961-），男，山东济南人，博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中西医结合防治老年病的研究。

葛根 24g，紫丹参 30g，白檀香 10g，炒枣仁 30g，广砂仁 6g，
嫩桂枝 9g，温郁金 10g，炙甘草 6g。服上药 7 剂后，胸痛胸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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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及失眠散外敷治疗失眠 56 例
Treating 56 cases of insomnia by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lus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he Shimian powder
施海婷
（商丘市中医院，河南 商丘，476000）
中图分类号：R25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71-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联合应用失眠散外敷及心理疏导在治疗失眠中的疗效。方法：选取符合条件的患者 56 例，给予失眠
散外敷涌泉穴 2 周，同时给予心理疏导。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58.9%，匹次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定总有效率 57.1%。结论：联
合应用失眠散及心理疏导是治疗失眠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失眠；失眠散；心理疏导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treating insomnia by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lus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he
Shimian powder. Methods: 56 patients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lus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he Shimian powder for two week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58.9%, in the evaluation of sleep quality index was 57.1%.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lus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he Shimian powder was effective.
【Keywords】 Insomnia; Shimian powde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37
失眠散是我们科根据大多数患者的症状进行辨证后组成
的一个治疗失眠的外用方剂，具有镇静安神疏肝解郁作用。焦
虑情绪不同程度存在于大多数失眠患者中，心理疏导对失眠患
者的焦虑情绪是一个良好解决方法。在 2009 年 4 月～2011 年

停用其他安眠药物者。对于时间较长的顽固性失眠，也纳入排
除行列。
2

失眠散由朱砂、酸枣仁、冰片、合欢皮、琥珀等几种药物

3 月间，我们应用心理疏导及失眠散外敷治疗失眠患者 56 例，

研磨醋调而成，每帖约 4g 左右，临睡前 30min 用专用敷贴贴

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总结如下。
1

治疗及观察方法

附于涌泉穴，至起床后去除。对照组则用本地产干草打碎用醋

临床资料

调和而成，其外观和失眠散无明显差别。每次敷贴 7d，为 1

本次试验共纳入患者 106 例，其中治疗组 56 例，男 22 例，

个疗程，中间休息 2d，连用 3 个疗程。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对患

女 34 例，对照组 50 例，男性 20 例，女性 30 例。Zung 氏抑

者进行心理疏导，具体方法：为详细解释失眠的原因，焦虑对

，对照组（32.04
郁自评量表（SDS）得分：治疗组（33.12±5.15）

失眠的影响，有效的治疗手段及自身良好的习惯对失眠的帮

±4.66）
；Zung 氏焦虑自评量表（SAS）得分：治疗组（29.32

助。治疗结束后进行 4 周回访。

±6.72）
，对照组（30.11±5.64）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QSI）

疗效判断：从两方面进行判断，一是患者睡眠改善情况：

总分评定，治疗组（13.72±5.23）
，对照组（14.01±6.55）
。两

睡眠恢复正常，或睡眠 6h 以上，醒来后精力充沛，未觉任何

组临床资料对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
。

不适，为痊愈；睡眠增加 3h 以上为显效，睡眠增加不足 3h
[1]

诊断标准：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医内科学》不寐 诊

为有效；睡眠无明显改善为无效 [2] 。二是睡眠质量评定：睡

断标准：主症为入睡困难，寐后易醒，醒后不寐，甚至切夜

眠质量评定分为 4 级[3]：减分率达到 75%～100%为痊愈；减

难眠，持续 3 周以上，伴症头痛、头昏、心悸、健忘、神疲

分率 51%～74%为显效；减分率为 25%～50%为有效；减分

乏力、心神不宁、多梦。西医参照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

率<25%为无效。减分率＝（治疗前评分－治疗后评分）/治疗

诊断标准（CCMD-2-R），以睡眠障碍为主要症状，其它症状

前评分。

均继发于睡眠障碍，包括入睡困难、易醒，醒后不易入眠，
多梦，早醒，白天困倦疲乏，上述睡眠障碍每周发作 3 次以
上，持续 1 个月以上。除外其它精神和（或）机体疾病所导
致的失眠。
排除标准：失眠为继发于全身疾病如：发热、咳嗽、疼痛
等；或继发于某些事件如：家中变故、工作压力过大、考试等；
继发于心理疾病：焦虑、抑郁及其他精神疾患；不能遵从医嘱

3

结

果

治疗组痊愈 9 例（16.1%）
，显效 13 例（23.2%）
，有效 11
例（19.6%）
，无效 23 例（41.1%）
。对照组痊愈 4 例（8%）
，
显效 7 例（14%）有效 9 例（18%）
，无效 30（60%）
。两组疗
效差距显著（P<0.01）
。
睡眠质量评定：治疗组痊愈 8 例（14.3%），显效 1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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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4%）
，有效 16 例（28.6%）
，总有效率为 64.3%。对照组

火回归原位，使心肾相交，阴阳平衡，则神安自寐。中、西医

痊愈 3 例（6%）
，显效 7 例（14%）
，有效 10 例（20%）
，总有

均认为失眠大多患者存在一定的精神因素，中医以肝气郁结为

效率为 40%。

主，西医认为焦虑最为常见。本组患者的焦虑情绪虽均继发于

不良反应：两组患者均有少数患者局部皮肤有痒感，其它

失眠，但焦虑进一步导致失眠加剧。本组患者虽然焦虑自评量

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失眠散中有朱砂成分，但由于用量不大，

表没有显示明显的焦虑，但大多数患者就诊时表现出一定的焦

且外用经皮肤吸收较少，应用中即后来随访均未见明显不良反

虑情绪，因此在失眠散外敷的同时给予心理疏导，使患者的焦

应。

虑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疗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失眠散

4

讨

外用方便无明显副作用，易为患者所接受。

论

中医认为不寐病因虽多，但总属阳盛阴衰，或为阴虚不能

参考文献：

纳阳，或为阳盛不得入阴，致使阳亢上扰或虚阳上犯，致心神

[1]周仲英.中医内科学[M].2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2:146

不宁，心肾不交。证见不寐，心烦口苦、头晕乏力，精神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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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穴为足少阴肾经的首穴，针刺或按压具有潜阳引火归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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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失眠散敷于涌泉穴上，清肾脏邪火坚肾脏阴液，引上犯之

中医辨证治疗月经先期 38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8 cases of early menstruation in TCM
陈依林
（浏阳市中医医院，湖南 浏阳，410300）
中图分类号：R271.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72-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辨证治疗月经先期的临床疗效，以期指导临床治疗。方法：75 例纳入观察的月经先期患者随机
分为观察组 38 例和对照组 37 例，观察组中医辨证后分血热型和气虚型中药加减治疗，对照组患者口服安宫黄体酮治疗，两组均
连续治疗 3 月为 1 个疗程后对比疗效，并随访半年对比复发率。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4%，略高于对照组的 94.6%，但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随访患者中观察组复发率为 11.8%（4/34）
，而对照组为 33.3%（11/33）
，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医辨证治疗月经先期疗效确切，且远期疗效优于西药治疗。
【关键词】 月经先期；中医药；辨证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of TCM in treating early menstruation, used to direct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75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38 patients were differentiated in TCM depending on the type Xuere
and Qixu, the control 37 patients were given med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after an course of three months to compar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and follow-up six months to compare recurrence rat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observation was 97.4%, while
another was 94.6%,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11.8% in observation group, another group
was 33.3%,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o
treat early menstruation in TCM, the Long-term efficacy is superior to modern medicine.
【Keywords】 Early menstruation; TCM; Differenti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38
月经先期亦称“经期超前”或“经早”，是妇科临床常见

1

资料与方法

的月经病，相当于西医学的月经不调或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病，现代医学认为本病多由于神经内分泌系统调节紊乱引起，
而中医学则认为多与血热和气虚有关，如不及时治疗，可进一

1.1 一般资料
我院 2011 年 4 月～2012 年 3 月门诊妇科收治的月经先期

步伤阴耗血，发展为崩漏 。笔者近年来通过中医辨证，将本

患者 82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试

病分血热和气虚两型，并辨其兼证后加减治疗，现报道如下。

行）[2]所制定的月经先期的诊断标准，通过妇科检查、BBT 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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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 B 超检查排除经间期出血、黄体期出血、放置宫内节育器

复发率为 11.8%（4/34）
，而对照组中有 11 例患者复发，复发

等引起的出血和盆腔器质病变者，并排除伴有其他疾病影响本

率为 33.3%（11/33），两组随访患者复发率相比，观察组明显

实验观察者。最后纳入观察患者 75 例。采用 SPSS15.0 产生的

。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4.484，P<0.05）

随机数字表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38 例和对照组 37 例，其中
观察组年龄 18～42 岁，平均年龄（29.7±7.5）岁；已婚 24 例，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 1 个疗程后疗效对比例（%）

未婚 14 例；病程最短 2 个月，最长 4 年，平均（11.5±5.2）
个月；中医辨证分型血热者 21 例，气虚者 17 例。对照组年龄

组别

n

痊愈

好转

无效

观察组

38

21（55.3）

16（42.1）

1（2.6）

对照组

37

18（48.6）

17（45.9）

2（5.4）

18～43 岁，平均年龄（29.5±7.7）岁；已婚 25 例，未婚 12
例；病程最短 2 个月，最长 4 年，平均（12.1±5.7）个月；中
医辨证分型血热者 20 例，气虚者 17 例。经统计，两组患者年

3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黄体功能不足、黄体期孕激素分泌不足或

龄、病程、分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黄体过早衰退等是导致月经先期的主要原因，因此多采用黄

具有可比性。

体功能补充疗法治疗，予以口服安宫黄体酮片以补充黄体分

1.2 治疗方法

泌孕酮的不足，使子宫内膜很快进入分泌期，能明显增加近

两组患者均嘱治疗期间饮食清淡、忌食辛辣之物、保持良

期疗效 [3] 。中医认为本病的主要病机是冲任不固，经血失于

好情绪。观察组患者接受中医药治疗，在下次月经来潮前 7d

制约，月经提前而至 [4] 。其病因历代医家多以血热立论，如

开始服中药汤剂。血热型患者采用两地汤合清经散加减治疗，

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云“经水不及期而来者，血热也”，

药用：生地 15g，熟地 15g，玄参 10g，麦冬 10g，丹皮 10g，

另外气虚也是一大病因，张景岳则《景岳全书•妇人规•经脉

地骨皮 10g，青蒿 10g，甘草 5g；实热明显者再加栀子 10g，

类》中：
“若脉证无火，而经早不及期者，乃心脾血虚，不能

夏枯草 10g；虚热者加女贞子 15g，白薇 10g；肝经郁热加柴胡

固摄而然” [5] 。而其他证型如阴虚、血瘀、肝郁、肾虚等均

10g，香附 10g；经量多者加荆芥炭 10g，棕榈炭 l0g；若热灼

可由血热、气虚两型演变而来，因此笔者治疗时从此二型入

成瘀，见经来有块，小腹痛拒按者加茜草 15g，益母草 15g。

手。血热型患者采用两地汤合清经散加减治疗，方中多为清

气虚型患者采用归脾汤合二仙汤加减治疗，药用：党参 20g，

热凉血、滋阴潜阳之品，另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表现见实热

黄芪 30g，熟地 10g，白术 10g，当归 10g，酸枣仁 10g，淫羊

明显者再加栀子、夏枯草以增加清热泻火之力，虚热者加女

藿 10g，仙茅 10g，甘草 5g；中气下陷者加升麻 10g，柴胡 10g；

贞子、白薇以滋阴，肝经郁热者则加柴胡、香附疏肝解郁，

阳虚明显者加桂枝 10g，巴戟天 10g；肾精亏虚明显者再加紫

经量多者加荆芥炭、棕榈炭凉血止血，若热灼成瘀则加茜草、

河车粉 5g（冲服）
，龟板胶 5g（兑服）
，鹿角胶 5g（兑服）
。中

益母草痛经活血。气虚型患者采用归脾汤合二仙汤加减治疗，

药均由医院煎药房统一煎制，1 剂/d，分早晚两次温服。对照

方中多为补益气血、生精固摄之物，若患者病久中气下陷者

组患者自排卵后或预期下次月经来潮前 12～14d 口服安宫黄体

加升麻、柴胡以益气升阳，阳虚明显者加桂枝、巴戟天以温

酮，4mg/次，2 次/d，连服 14d（有生育要求者则用黄体酮针

阳通脉，肾精亏虚明显者则再加血肉有情之品如紫河车、龟

10mg 或地屈孕酮 10mg）
，连用 3 个月经周期。两组患者均连

胶、鹿胶等以填精益髓。

续治疗 3 个月为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与疗效评定标准

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中医辨证治疗月经先期疗效确切，
近期疗效与西药黄体酮治疗相当，且在远期疗效上，中医辨治

观察两组患者月经的期、量、色、质及相关症状和体征的

组的复发率明显低于西药治疗组，这表明中医辨证治疗不仅治

变化。疗效标准：痊愈：月经的期、量、色、质恢复正常，相

其标，更治其本，从机体上改善了患者紊乱的肾-天葵-冲任-胞

关症状和体征消失；好转：月经的期、量、色、质明显改善，

宫轴，至于其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相关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无效：月经的期、量、色、质、相
关症状和体征均未见明显改善。分别于治疗 1 个疗程后对比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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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卵巢囊肿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ovarian cyst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杨美云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医院，河南 扶沟，461300）
中图分类号：R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74-02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卵巢囊肿与常规治疗的效果差异。方法：选取我院 98 例卵巢囊肿患者的临床资料，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和 49 例，分别采用中西医结合及西医常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差异。结果：治
疗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远高于对照组，P<0.05，患者对临床治疗的满意度差异较大，P<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结论：
在卵巢囊肿患者的治疗期间，可以推广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从根源上调节患者的病症情况，缓解患者的病症，达到
有效治疗的目的，具有较强的临床实践意义。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卵巢囊肿；疗效比较；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differences in efficacy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n ovarian cyst. Methods:
9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9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tegrative medicine. Comparing efficacy of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iency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integrative medicine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re quite different
(P<0.05). Results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ovarian cysts, integrative medicine
can used to treat it. From the source to adjust a patient's illness, relieve a patient's illness,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treatment
purposes,with a strong clinical practice significance.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Ovarian cysts; Comparison of efficacy;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39
卵巢囊肿是临床多发病症，病症严重时可以导致患者不孕

1.3 疗效标准

及其他并发症等症状，需要及早进行治疗，常规治疗可以在一

按照临床治疗标准分为治愈、显效、有效和无效，治愈为

定程度对患者的病症进行有效治愈，但临床效果并不是非常理

患者体征正常，检测结果正常；显效为体征正常或减轻，检测

想。本次研究从中西医结合的方向进行研究，观察不同方法下

结果具有显著好转；有效为患者体征有所改善，检测卵巢囊肿

患者的治疗效果。

的体积缩小 1/3 以上；无效为患者的症状没有明显变化，检测

1

资料与方法

结果无变化或恶化[2]。
1.4 统计学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整理我院在 2011 年 1 月～2012 年 3 月之间收治的 98
例卵巢囊肿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的年纪在 23～49 岁之间，
平均年龄 38.4 岁，部分患者具有小腹疼痛、坠胀及腰酸疼痛、

文章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8.0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使
用方差检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基本顺利，患者均完成治疗周期，并

白带增多、乳房肿胀及月经失调现象，通过临床检查，98 例患
者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卵巢包块及压痛，包括单侧、双侧、囊性、

在治疗期间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情况，治疗完成后通过临床检

活动、表面光滑，边界清楚的囊肿，直径在 5cm 以内，通过 B

测，治疗组患者的症状改善较为明显，患者的治疗效果远高于

超和肿瘤标记物检测，患者确诊为卵巢囊肿病症。临床随机将

对照组患者，P<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患者治疗期间

98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49 例，治疗组患者

药物使用具有一定的不良反应，其中治疗组出现 6 例恶心、呕

平均年龄 38.3 岁，对照组 38.5 岁，两组患者之间的病史情况

吐情况，属于临床常见反应，不影响治疗，患者的详细治疗效

没有统计学意义。

果比较情况，见下表 1。

1.2 方法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期间采用硫酸依替米星氯化钠注射液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100ml 以及替硝唑液 200ml，静脉滴注，1 次/d，连续治疗 2 周。

治疗组

49

28

12

6

3

93.88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中医治疗，药方：三棱 15g，莪术

对照组

49

7

16

13

13

73.47

15g，川楝子 10g，连翘 15g，怀牛膝 10g，延胡索 15g，土茯

P值

<0.05

-

-

-

<0.05

苓 15g，鱼腥草 15g，丹参 10g，香附 10g，白芍 10g，桂枝 5g，
甘草 5g，1 剂/d，水煎分 2 次服用，疗程同样为 2 周[1]，完成
治疗后观察记录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并使用统计学方法
进行处理分析。

3

讨

论

卵巢囊肿在临床上的治疗方法较多，已经具有较长时间的
（下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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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桂术甘汤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疗效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with
the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柳素珍
（河南省偃师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6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75-02

偃师，471900）

证型：DGA

【摘 要】 目的：探讨用苓桂术甘汤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疗效。方法：选取我院自 2009 年 2 月～2012 年 2 月，住院治疗
的 32 例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将其分为甲乙两组，甲组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抗感染、降压、低蛋白饮食、纠正水电解质紊乱
等对症治疗乙组在在甲组治疗的基础上用苓桂术甘汤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血压、及肾功能的改变。结果：经过治
疗，乙组患者的血尿素氮、血肌酐水平显著低于甲组；乙组患者的胆固醇、甘油三脂水平在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降低明显，其
中高密度脂蛋白水平比甲组高。结论：降压、低蛋白饮食联合苓桂术甘汤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其疗效有显著的提高。
【关键词】 慢性肾功能不全；苓桂术甘汤；肾功能；血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research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with the Linggui
Zhugan decoctinon.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09 to February 2012, the hospitalization of 32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6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anti-infection, blood pressure, low-protein diet,
correcting water and electrolyte disturbance symptomatic treatment. The treated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treatment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observed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lood lipids, blood pressure, and renal function
change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patients blood urea nitrogen and serum creatinine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Lower the blood pressure, low-protein diet combined with the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s efficacy.
【Keywords】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Renal; Lipid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0
各种肾脏疾病最终都可发展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导致肾实
[1]

炎 1 例，有 10 例高血压合并症患者，9 例发生过感染，病程

质的损害等不可逆的结果 。相关医学文献证明低蛋白饮食、降

4.5 个月～5.5 年，平均 3.4 年。

压可使肾功能减退的速度减慢。自 2009 年 2 月～2012 年 2 月我

1.2 治疗方法

院在以上治疗原则的基础上联合苓桂术甘汤治疗对 18 例慢性肾
功能不全的患者进行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住院治疗的 32 例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都经

甲乙两组患者都给予低蛋白饮食，口服洛丁新把血压控制
在理想水平，如果血压难以控制的患者可加服心痛定，对于有
感染的患者给予抗感染治疗，及时纠正水电解质的紊乱等。乙
组患者在以上治疗的基础上加服苓桂术甘汤治疗，每天煎 1 剂
药，分两次服完，6 个月为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2]

过严格的检查，符合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诊断标准，随机将其分

各项指标每周复查 1 次，根据所测得的血压及时进行降压

为甲乙两组，甲组 14 例，男 8 例，女 6 例，年龄 24～59 岁，

药的调整，是血压得到控制，在治疗前后对各项生化指标（血

平均 36.5 岁，有不同的原发病：慢性肾小球肾炎 8 例，慢性肾

肌酐、尿素氮、血红蛋白、甘油三脂、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

孟肾炎 3 例，糖尿病肾病 2 例，肾结石 1 例，有 9 例是高血压

等）进行检测。

合并症患者，5 例发生过感染，病程在 7 个月～5.6 年，平均约
3.6 年；乙组患者 18 例，男 10 例，女 8 例，在 25～68 岁之间，
平均年龄 37.2 岁，也有不同的原发病：慢性肾小球肾炎 11 例，
慢性肾盂肾炎 3 例，糖尿病肾病 2 例，肾结石 1 例，紫癜性肾

2

结

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肌酐、尿素氮、血红蛋白水平详见表
1，血脂的改变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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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甲、乙两组患者的肌酐、尿素氮、血红蛋白的改变
组别
甲组

乙组

治疗

尿素氮（mmol/L）

肌酐（mmol/L）

血红蛋白（g/L）

治疗前

31.3±7.2

603.5±240.2

90.5±8.1

治疗后

28.7±6.2

546.2±200.3

88.5±9.2

治疗前

28.3±8.0

542.6±239.9

88.7±8.2

治疗后

15.7±5.5

315.6±185.2

86.4±8.7

表 2 甲乙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的改变
CH

TG

HDL

治疗前

7.39±0.55

2.45±0.26

0.79±0.06

治疗后

4.32±0.61

2.30±0.25

0.85±0.06

治疗前

7.58±0.47

2.54±0.21

0.93±0.05

治疗后

6.23±0.53

1.70±0.22

1.44±0.03

组别

甲组

乙组

3

讨

论

温通三焦而利水；巴戟功善强壮筋骨、祛风除湿。麦芽和谷芽

慢性肾功能不全病情发展过程漫长，发展缓慢，是一种不
可逆的疾病，经过常规的抗感染、降压、合理饮食、调节水电
解质平衡，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疗效仍然很差，从以上统计
的资料可以看出，用常规疗法结合苓桂术甘汤不但可缓解症
状，降低各项生化指标，还能减慢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病情进
展。有关中医方面书籍认为，本病是脏腑虚损、表里通病，脾、

都有和胃行气之功，都能行脾胃之气而宽中。用于脘腹胀满常
相须为用。甘草性平，有和缓里急调和诸药之功，现代医学研
究其有降低血脂的功能。诸药和用有行气宽中、温中散寒、益
胃健脾、温肾固阳之功，配合常规的治疗方法，治疗慢性肾功
能不全有显著疗效。
参考文献：

[3]

肺、肾三脏俱虚 。有学者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先不足，
日久伤及肾，导致肾阴肾阳不足，发展为气阴不足、阴阳两虚。
外邪（气滞、浊毒、湿邪、血瘀、风热）是发生本病得的直接
因素。因此治法以温中散寒，补脾固肾。西医认为，慢性肾功

[1]余月明,崔建强,张凡,等.健脾利湿,活血化浊中药延缓慢性肾功能不全[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0,20(10):727-728
[2]尹海德,戴希文,饶向荣.益肾缓衰方延缓慢性肾功能不全进展作用[J].中

能不全的主要特点是毒素升高、血液高凝、微循环障碍，治疗

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8(7):402-404

应疏通循环、降低毒素及缓解血的高凝状态。本以苓桂术甘汤

[3]时振声.肾炎的中医证治要义[M].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8

治疗 cRF 取得了明显的疗效。

作者简介：

方中白术能益胃键脾、和中、燥湿，善治脾胃虚弱及小便
不畅、水肿等病症；大腹皮能宽胸下气、利水，主治腹胀满及

柳素珍（1965-），女，汉族，河南偃师，副主任医师。

水肿，和白术同用利水消肿之功更强。茯苓，健脾宁心、渗湿
利水主治各种水肿；桂枝能发汗解肌、通调水道、温阳通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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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而在治疗组过程中不同的治疗方法可能会对患者的

高患者的治疗效果，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使患者的病症在最

治疗效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西医常规治疗的整体效果还算

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不错，但在治疗期间，我们发现，患者的治愈效果并不是非常

中药使用调节患者的微循环，西药抗生素抗菌消炎，止痛消

明显，需要长期治疗，使用 2、3 个疗程之后，患者的治愈比

肿以促使囊肿消散，结合使用后的中西医药物在最大程度上提高

例才会上升。而在治疗期间，患者可能会出现其他并发症情况，

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帮助患者缩短疗程，通过研究，有效提高了

对患者的身心都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如出现不孕及性生活障

临床效果，且并发症情况较少，因此在临床可以进行推广使用。

碍等，都会造成患者的身心健康影响。中医治疗采用汤剂药物
使用，通过对卵巢囊肿及“癥瘕”出发，针对患者的胞脉空虚、

参考文献：

调摄失宜、情志所伤、肝失疏泄、气机不畅、气滞血瘀阻滞胞

[1]孙东梅.71 例慢性卵巢囊肿患者临床疗效观察[N].中国医药导报,2010,

脉、蓄积搏结成块进行调节，达到理气化瘀，散结消癥的效果，

7(29):160

临床效果较为优异[3]。

[2]万霞,刘建平.临床试验中的随机分组方法[J].中医杂志,2007,48(3):216-219

治疗组患者的治愈患者远多于对照组，P<0.05，且患者的
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在治疗卵巢囊肿期间，
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远远优于对照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

[3]吕佩瑾,鲁永鲜.妇科疾病诊断与疗效标准[S].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
社,20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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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扎法联合补阳还五汤对于直肠息肉的临床价值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rectal polyps with ligation plus
the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蒙杏广
（广西崇左市扶绥县人民医院，广西 扶绥，532100）
中图分类号：R730. 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77-02

【摘 要】 目的：本文旨在分析套扎法联合补阳还五汤对于直肠息肉治疗的价值。方法：选取 2010 年 1 月～2012 年 6 月在
我院进行治疗的直肠息肉患者 54 例，按照随机的原则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采用套扎法和套扎法联合补阳还五汤治疗。结果：套
扎法联合补阳还五汤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单独使用套扎法的患者，并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套扎法联合补阳还五汤
对于直肠息肉的治疗效果较为理想，可以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直肠息肉；套扎法；补阳还五汤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ligation with the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on treating
rectal polyps. Methods: 54 cases with rectal polyp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elected from Jan 2010 to Jun 2012 in our
hospital.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ligatio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ligation with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Results: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Ligation with the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had a better effect on treating rectal polyp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Rectal polyps; Ligation;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1
直肠息肉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道疾病之一，大部分患者并

1.2 方法
实验组：27 例患者采用的是套扎法加补阳还五汤。首先操

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说，直肠息肉主要分
[1]

为非肿瘤性的息肉和肿瘤性的息肉 。非肿瘤性的直肠息肉一

作者戴上手套涂上石蜡之后对患者的肛门进行按压，放松患者

般不会转变为肿瘤，需要临床重视的是肿瘤性息肉，据相关统

的肛门括约肌，之后将肛门镜缓缓进入患者的直肠，在找到患

[2]

计学报道显示 ，直肠息肉演变为癌症的发病率大约为 3%～

者的直肠之后，将套扎器罩住整个息肉，之后整个取出。之后

9%左右，并且发病率明显与息肉的大小呈现正相关关系。从以

让患者服用补阳还五汤，1 剂/d，分作两次服用。
对照组：27 例患者采用如同实验组的套扎法，但是不服用

上我们可以看出直肠息肉是一种癌前病变，其治疗应该得到临
床上的重视。本文选取 2010 年 1 月～2012 年 6 月在我院进行

补阳还五汤。

治疗的直肠息肉患者 54 例，用以分析套扎法联合补阳还五汤

1.3 疗效标准
参照的是高大勇[3]的疗效标准。

对于直肠息肉治疗的临床价值。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研究所选用的临床资料为 2010 年 1 月～2012 年 6 月在
我院进行治疗的直肠息肉患者 54 例，其中男性 31 例，女性 23
例，平均年龄为（43.81±5.82）岁（36～60 岁）
，大部分患者无
明显临床表现，少部分有临床表现的患者主要为粘液便、便血、
便秘和腹泻。全部 54 例直肠息肉患者均经结肠镜确诊，并且经
过病理学确诊为腺瘤性息肉。排除标准：①患者有严重的肝、
肾功能不全；②患者有严重的血液系统疾病；③患者有自身免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采用的统计学分析软件为 SPSS13.0，数据以“平均
数±标准差”（ x ± s ）表示，组间之间的比较采用的是检验，
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实验组当中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疗效对比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整。将全部 54 例患者按照随机的原则分为两组，分别为实验组

实验组

27

14

12

1

96.29

（27 例）和对照组（27 例）
，经过统计学分析，实验组和对照

对照组

27

12

10

5

81.48

疫性疾病；④患者拒绝接受临床试验；⑤患者的临床资料不完

组在年龄、性别和病情严重程度方面均无统计学意义。

*

注：与实验组相比，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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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阳还五汤能够显著的改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促进患者伤口的

论

直肠息肉是位于患者肠腔表面的黏膜突起，是一种总称，
包括良性和恶性的直肠息肉，据相关报道[4]在直肠息肉中的绒
毛状息肉的恶变率大约在 50%左右，可见，直肠息肉与直肠癌
关系密切，需要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采取积极有效地治疗。
直肠息肉的治疗在临床上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在
本组研究中，我们主要应用的是内镜技术和中医治疗。
套扎法是治疗直肠息肉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李健等[5]报
道在其研究当中，进行套扎法的总共有 42 例，其中第一次息肉
便脱落的患者共有 37 例，采用高频电切组当中的 46 例患者当
中，第 1 次脱落的有 41 例，两者之间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
（P>0.05）
。在本组研究中，我们发现套扎法在直肠息肉的治疗
中效果比较好，治疗的有效率达到了 81.48%，与国内文献报道
一致，说明套扎法在直肠息肉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作用，但是
套扎法之后不采用一定的内科治疗，不利于患者的临床康复。
补阳还五汤源自于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可以改善患者的
血气，活血化瘀，可以促进患者的筋脉活络，气血顺行[6]。补
阳还五汤主要由 7 种中草药组成，分别是当归、黄芪、赤芍、
红花、川芎、桃仁、地龙等。刘俊娥等[7]报道补阳还五汤在诸
药的配合之下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可以让患者的
血流通畅，抑制血小板的形成。在本组研究中，我们将补阳还

康复有关，提示临床医师可以在对患者的直肠息肉进行内镜操
作之后，加用补阳还五汤，用以促进患者的操作后康复。
综上所述，套扎法联合补阳还五汤对于直肠息肉的治疗效
果较为理想，可以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1]陆红.钬激光联合术后口服祛息方治疗直肠息肉的疗效观察[J].实用医学
杂志,2011,2(14):2687
[2]余娜,韦红,吴克利,等.内镜下高频电切术治疗平坦型结直肠息肉(附 21 例
报告)[J].山东医药,2009,49(46):78-79
[3]高大勇.微波治疗仪配合中药治疗直肠息肉 53 例[J].时珍国医国药,2006,
17(2):253
[4]柳汝明,吴斌,唐尧.舒林酸治疗结直肠息肉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J].
华西医学,2011,26(1):81-84
[5]李健,杜炜,徐由锁.经内镜套扎治疗乙状结肠直肠息肉[J].中国内镜杂志,
2011,7(4):78-80
[6]李书霖,李岩,刘慧.李延教授运用补阳还五汤治验举隅[J].中医药学报,2012,
40(1):106-107
[7]刘俊娥,张继平.补阳还五汤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进展[J].中医药信息,2012,
29(5):117-119

五汤运用在直肠息肉的治疗当中，配合套扎法的使用，治疗的
有效率达到了 96.29%，明显高于单独使用套扎法，这可能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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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肝泻火法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yperthyroidism by
the therapy of Qinggan Xiehuo
孔芳丽
（广东省肇庆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581.1

肇庆，5260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78-02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探讨清肝泻火法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疗效。方法：选择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甲状腺功能亢进
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 60 例患者接受常规西药治疗。实验组 60 例患者接受常规西药＋清肝泻火法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结果：2 个月的治疗周期结束后，实验组患者总的有效率 91.7%，对照组患者总的有效率 70%，两者具
有显著性差异（P<0.05）
。实验组患者治愈率为 71.7%，对照组患者治愈率为 41.7%，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清肝
泻火法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临床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清肝泻火法；甲亢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the Qinggan Xiehuo therapy on treating hyperthyroidism.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while another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plus the Qinggan Xiehuo therapy, comparing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1.7%, and 70% in the control. The cure rate in the treated was 71.7% and 41.7% in the contro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Qinggan Xiehuo therapy has a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reating hyperthyroidism,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Qinggan Xiehuo therapy; Hyperthyroidis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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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用于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国内少有报道。中医理

牡丹皮 15g，黄芩 15g，柴胡 15g，白芍 15g，当归 15g，苏梗

论早期就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发病机制、治疗方法等进行研

15g，柏子仁 15g，茯苓 15g，钩藤 20g，千里光 15g，夏枯草

究，有学者认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病理机制多与肝气不舒、内

15g，木贼 15g，麦冬 10g。加水 600～1000ml，然后煎熬取汁，

郁化火等有关，从肝论治可以有效的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1]。

大约在 300ml，将其平均分为两次服用， 1 剂/d，随症加减治

本文选择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

疗 2 个月。

12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 60 例患者接受常规

1.3 疗效评定

西药治疗。实验组 60 例患者接受常规西药＋清肝泻火法治疗。

1

无效：临床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血 FT3、FT4、yT3、
TT3、TT4）无明显改变或加重；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及实验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室检查（血 FT3、FT4、yT3、TT3、TT4）好转；治愈：临床症

资料与方法

状、体征消失，实验室检查（血 FT3、FT4、yT3、TT3、TT4）

1.1 一般资料

正常。

选择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 60 例患者接受常规

总有效率＝有效率＋治愈率。
1.4 统计学方法

西药治疗，其中男性 32 例，女性 28 例，平均年龄（38.2±4.4）
岁，病程（46.3±10.2）个月。实验组 60 例患者接受常规西药
＋清肝泻火法治疗，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34 例，平均年龄（35.6
±5.2）岁，病程（50.1±12.6）个月。实验组、对照组患者性
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
。

对所得数据应用 SPSSl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个月的治疗周期结束后，实验组患者总的有效率 91.7%，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西药治疗：丙基硫氧嘧啶 200mg po tid，

对照组患者总的有效率 70%，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

症状缓解后予丙基硫氧嘧啶 100mg po tid。疗程 2 个月。实验

实验组患者治愈率为 71.7%，对照组患者治愈率为 41.7%，两

组接受对照组西药治疗的基础上加上清肝泻火方：栀子 15g，

者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果见表 1。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无效

有效
*

治愈
*

总的有效率（%）
*

实验组

60

5（8.3）

12（20）

43（71.7）

对照组

60

91.7

18（30）

17（28.3）

25（41.7）

70

统计值

5.72

2.88

4.83

4.77

P值

<0.05

>0.05

<0.05

<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起病之初为实证，肝火、气滞为表征，
进展过程中伴有虚实夹杂。本病以女性患者较为常见，与女性
患者的情绪有关，病因病机包括肝郁气滞，情志郁结，火旺耗
气伤阴，气郁化火，逐渐演变成阴虚火旺或气阴两虚。《诸病
源候论•瘿候》指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病因包括水土因
素、情志内伤。水土因素：“瘿者由忧恚气结所生，亦曰饮沙
水，沙随气人于脉，搏颈下而成之。
”
《圣济总录•瘿瘤》曰：
“妇
人多有之，缘忧有甚于男子也”。上述典故强调了情志郁滞对

传统中医用于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国内少有报道。中医理
论早期就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发病机制、治疗方法等进行研
究，有学者认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病理机制多与肝气不舒、内
郁化火等有关，从肝论治可以有效的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但临床上并不是所有患者均为肝火炽盛证，往往伴有痰结血瘀
证、气郁痰阻证、肝阴亏虚证等。但是甲亢的主要病机特点为
火旺阴虚，后发展为气阴两虚，阴虚始终贯穿整个甲亢病程，
并以肝、心两脏阴虚火旺最为突出，故在治疗上重视清肝泻火
及滋阴降火，标本兼治，可取得较好的疗效[4]。

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病因的重要性。许多学者认为甲状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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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见眼突；脾气不遂，郁而化火，则消谷善饥，脾失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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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守病机中医药辨治肿瘤
Treating cancers in TCM based on pathogenesis
赵戈蕾 王 蓉 韩 亮 马亚丽 王方方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R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80-01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药辨证治疗肿瘤疗效。方法：根据季节、症状表现及患者身体状况、所处环境等因素的改变，加
减变化处方药。结果：患者复查各项指标无明显异常。结论：中医药辨证治疗肿瘤疗效显著。
【关键词】 病机；肿瘤；中医药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effects of TCM on treating cancer. Methods: Depending on the season, the symptoms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patients, in which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change in prescription medicines. Result:
The indicators in patients had no obvious abnormalities. Conclusion: The TCM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cancer based on pathogenesis.
【Keywords】 Pathogenesis; Cancer;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3
中医治病讲究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我师刘培民博士为河

加减益气补血、清心开窍、温补肾阳，处方如下：白附片 20g，

南省中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肿瘤疾病的治疗多年，

桂枝 10g，茯苓 30g，泽泻 30g，山药 15g，黄芪 30g，炒白术

具有丰富的中医中药治疗经验。《素问遗篇•刺法论》说：“正

30g，枳壳 10g，藤梨根 30g，清半夏 10g，益母草 15g，砂仁 15g，

气存内，邪不可干。”我师认为肿瘤是在内虚的基础上，多种

蛇舌草 15g，石菖蒲 30g，郁金 10g，当归 15g，甘草 6g。

致病因素相互作用，导致机体阴阳失调，脏腑经络气血功能障

之后每年春季，患者多诉口苦、腰腿酸软，夜寐差、夜尿

碍，引起病理产物聚结而发生的质的改变。肿瘤本身是一个全

频多，查舌红少苔，脉细数。大多给予六味地黄丸合当归芍药

身性疾病，是一个本虚标实的疾病。正如《素问•评热病论》

散加减，滋阴补肾、养血调肝。

所言：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总结多年临床经验，我师认为

六月前后，患者诉腹胀、纳差乏力，胃脘攻撑作胀，查舌

大多数肿瘤病人病机之本在于阴阳失调、精血亏虚。即使应用

淡苔白边有齿痕，脉弦细。给予香砂六君子汤合半夏厚朴汤加

手术、放化疗等现代医学手段切除、减小病灶，此病机仍存在，

减，益气健脾、行气降逆。

这也是肿瘤易出现复发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患者自身储备能

夏季再诊，患者常诉纳食欠佳，时有腹胀，查舌淡苔白腻，

力下降，即正气不足则患者对环境顺应性下降、对四时气候变

脉濡细。汤药给予三仁汤合桂枝白术汤加减，清热利湿、宣畅

更耐受力降低，进而在不同时间出现与其季节特征相关联的病

气机。

症。我师主张治病求本，谨守病机，分析病机与病证之间的内
在联系及归属，力求做到“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
现撷取其中一例报告如下：患者甲，女，55 岁，既往常有
腹胀不适，自觉气从少腹上冲胸咽，且纳谷不香，面色少华，

金秋十月，患者往往腹胀消失，纳寐可，时耳鸣目涩，膝
盖酸痛，夜尿多，查舌淡润边有齿痕，苔白腻，脉左关弦，双
尺细弱。给予一贯煎合杏苏散加减，润肺养血、滋阴养肝、补
肾涩精。

背部沉痛。于 2007 年无明显诱因出现低热，消瘦，乏力，CT

冬季再诊，患者会出现全身酸困不适，大便难，时腹中肠

检查发现大网膜瘤，遂于当地医院行手术切除。2008 年 5 月因

鸣，查舌淡苔白润，脉细涩。给予六味地黄丸口服并白术芍药

腹部不适行探视手术发现右侧肾上腺皮质腺癌，8 月于河南省

散合大黄附子汤加减，补益肝肾、健脾祛湿、散寒通便。

肿瘤医院行手术切除后给予 6 周期顺铂＋吡柔比星方案化疗，

患者复查各项指标无明显异常，腹腔、盆腔未见病灶。纵

之后患者出现贫血、乏力，纳差，双腿沉困等。为综合调理，

观该患者 30 余张处方不难发现，病人四时出现的不同症状恰

患者慕名至河南省中医院访于我师刘培民主任医师，2009 年 2

应《灵枢•百病始生》：“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虛相

月开始服用中药至今，患者病情稳定，体质恢复，精神矍铄。

得，乃客其形。”而我师最常应用六味地黄汤补益肝肾精血，

整理患者 3 年余的病案发现，每年我师使用的处方用药根

在其基础上根据具体症状加减变化以期调节人体阴阳平衡，增

据季节变化、症状表现及患者身体状况、所处环境等加减变化。
正如明代大医学家张景岳所说：“春应肝而养生，夏应心而养
长，长夏应脾而养化，秋应肺而养收，冬应肾而养藏。
”
患者在 2009 年初身体状况极差，面色恍白、少气懒言、畏
寒怕冷、纳差乏力并耳鸣，查舌淡黯，苔白腻，脉弦细。结合
患者术后化疗后气血两虚并住院期间心情不畅，思想包袱重及
当时季节冬季给予复方阿胶浆益气补血并中药汤剂桂附地黄丸

强人体对四时、环境的耐受力与顺应性。
作者简介：
赵戈蕾，通讯作者，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中医内科学研究生，专业：
恶性肿瘤的中医药防治。现在河南省中医院肿瘤内科实习。
指导老师：刘培民，河南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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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肾祛风汤酒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82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2 cas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ith
the Qiangshen Qufeng decoction
李宝玉
（河南省平顶山市鸿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 平顶山，467021）
中图分类号：R27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81-02

【摘 要】 目的：观察强肾祛风汤酒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取符合条件的患者 82 例，采用强肾祛风汤酒
进行治疗，总有效率 95.9%。结论：强肾祛风汤酒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中医治疗；强肾祛风汤酒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Qiangshen Qufe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82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Qiangshen Qufeng decoction.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5.9%. Conclusion: The Qiangshen Qufeng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TCM treatment; Qiangshen Qufeng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4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伤科常见病多发病。笔者 2010 年 1

（腰腿痛消失，直腿抬高 70°以上，能恢复原工作）50 例；

月～2012 年 12 月，采用自制强肾祛风汤酒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好转：
（腰腿痛减轻，腰部活动功能改善）30 例；未愈：症状

症 82 例，方法新颖，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体征无改善 2 例。总有效率 95.9%。

1

4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讨

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又称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症。

全部病例均符合《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1]中腰椎间盘

其发病原因主要是腰椎间盘发生退行性改变，髓核脱水，一则

突出症的诊断标准：①腰痛向臀部及下肢放射，腹压增加（如

失去弹性，二则椎间隙变窄，继之周围纤维环韧带松弛虚弱变

咳嗽、喷嚏）时疼痛加重；②直腿抬高或加强试验阳性，膝、

脆，在外力的作用下，容易发生纤维环破裂和髓核向后向外突

跟腱反射减弱或消失，踇趾背伸力减弱；③X 线摄片检查：脊

出。突出后的椎间盘引起腰腿痛的发病机理，张年春[2]认为，

柱侧弯，腰生理前凸消失，病变腰椎间盘间隙变窄，相邻椎体

椎间盘突出的病变不只是突出的椎间盘对神经根和硬膜囊的

边缘有骨赘增生。

机械性压迫，同时还有明显的炎症反应。国内外专家学者将其

1.2 一般资料

归纳为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即对周围组织的机械性压迫和炎

82 例病人均为本院门诊病人，其中男 47 人，女 35 人；年

性疼痛反应。傅建峰[3]、梅芳瑞[4]指出，炎性痛疼反应是产生

龄 28～56 岁，平均 42 岁；CT 检查 L3～4 腰椎间盘突出 5 例，

临床症的根本原因。治疗过程中，我们也体会到这一点，只要

L4～5 腰椎间盘突出 42 例，L5～S1 腰椎间盘突出 35 例。

解除无菌性炎性反应，临床症状、体征就消失而愈。因此，通

2

过中药治疗可以达到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消除无菌性炎症反

治疗方法

应，从而达到治疗目的。胡有谷[5]曾指出 80%～90%的腰椎间

2.1 方药
自拟方：熟地 20g，乌梅 10g，川牛膝 15g，羌活 10g，制
川草乌各 10g，天麻 15g，当归 15g，川芎 10g，红花 10g，二
花 30g，甘草 10g。

盘突出患者可以经非手术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中医“腰腿痛”范畴，其病因病机《诸
病源候论•腰脚疼痛候》指出，
“肾气不足，受风邪之所为也，
劳伤则肾虚，虚则受于风冷与正气交争，故腰脚痛。”《普济

2.2 配制及服用
方法持上药用凉水浸泡润透后煎煮两次，两次煎液后混和
（约 1000ml）
，然后加入 200g 红糖和 500ml50℃左右白酒充分

方•身体门》曰：
“夫足少阴肾之经也，属于腰脚而主于骨，足
厥阴肝经也，内血而主于筋。若二脏具虚，为风邪所乘，搏于

混合，以红糖充分溶解为度，装瓶密闭，避光放置 24h 后服用，

经络，流于筋骨，故令腰脚疼痛，筋脉挛急，不得屈伸也。”

15ml/次，饭前 30min 服用。3 周为 1 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观

说明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在肝肾亏虚（尤其肾亏）的基础上，由

察疗效。

风寒湿侵袭所致。正如《内经》所说：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

3

“邪之所腠，其气必虚”。肾虚易受邪侵，致腰腿痛，肾精充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盈，不易被邪气所患，即便感邪，也易祛邪外出，疾病易愈。
[1]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中有关标准拟定。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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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杏石甘汤加味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neumonia in children with
the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李建春
（湖南省桑植县民族中医院，湖南 桑植，427100）
中图分类号：R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82-02

【摘 要】 目的：观察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96 例肺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49 例）和对照组（47
例），对照组予以单纯常规西药治疗，观察组予以麻杏石甘汤联合常规西药治疗。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95.92%）明显高于对
照组总有效率（76.6%），P<0.05；观察组症状、体征消退时间及辅助检查恢复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麻杏石甘
汤可显著加快小儿肺炎的恢复时间，并提高疾病治疗效果。
【关键词】 小儿肺炎；麻杏石甘汤；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in treating pneumonia in children. Methods: 96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49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47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by the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5.9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6.6%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ymptoms and signs subsided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recovery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can significantly speed up the
recovery time of pneumonia in children, and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Keywords】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5
小儿肺炎为儿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其中小儿支气管肺

西药治疗为基础，并以麻杏石甘汤加味为基本方，组方：杏仁

炎占 90%以上，一年四季都有发作，以冬春寒冷季节多发。以

3g，炙麻黄、川贝母、炙甘草、地龙各 4g，白术、茯苓各 5g，

肺组织充血、水肿、炎性细胞浸润为主要病理改变，咳嗽、发

生石膏 6g，随证加减；风热袭肺发热重者：生石膏加量，另加

热、气促、呼吸困难、双肺啰音为其主要症状体征，严重者可

黄芩、鱼腥草；痰热壅阻咳喘重者：加桑皮、瓜蒌；热毒炽盛

致呼吸衰竭等。西医主要予以抗细菌、抗病毒及对症支持治疗

者：加苇茎。1 剂/d，水煎取汁，早晚温服，2 周 1 个疗程。

为主，但由于抗生素使用不当及耐药菌株的产生等，使得部分

1.4 疗效标准
依据《小儿肺炎防治方案》[3]。痊愈：体温恢复正常，咳

患儿的疗效不佳。近年来我科采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取

嗽、气促等症状消退，双肺啰音消失，血象恢复正常，X 线示

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

炎症完全吸收；好转：体温下降或恢复正常，咳嗽、气促等症

临床资料

状好转，双肺啰音减少，血象正常或有所下降，X 线示炎症部

1.1 一般资料

分吸收；无效：咳嗽、发热、气促等症状无好转或加重，双肺

96 例肺炎患儿均于 2009 年 8 月～2011 年 10 月间在我科
住院。随机分为观察组 49 例，对照组 47 例。其中观察组 26

啰音及血象无变化或加重。
1.5 统计学处理
全部数据运用 SPSS15.0 软件包统计，计数资料以（ x ± s ）

例男患儿，23 例女患儿；年龄 8 个月～6 岁；病程 4～41d；血
WBC（7.8～16.2）×109/ L。对照组 26 例男患儿，21 例女患
儿；年龄 9 个月～6 岁；病程 5～40d；血 WBC（7.6～16.4）
×109/L。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病程及血 WBC
值等方面无明显差异，两组具有可比性，P>0.05。
1.2 诊断标准

表示，多组比较运用卡方检验，P<0.05 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疗效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治疗后痊愈、好转、无效例数分别为：

[1]

参照《儿科学》中的标准 ，咳嗽、发热、气促、呼吸困

36 例、
11 例、
2 例与 27 例、
9 例、
11 例。
观察组总有效率
（95.92%）

难为主要症状；双肺啰音为主要体征；辅助检查示血 WBC 增

明显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76.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高，胸片可见肺纹理增粗，有点状、斑片状阴影。中医辨证依

7.65，P<0.05。

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的标准[2]。

2.2 症状比较

1.3 治疗方法
①对照组：予以青霉素抗菌，病毒唑抗病毒，及对症治

对比两组治疗后症状（咳嗽、发热、气促）、体征（双肺
啰音）消退的时间及辅助检查（X 线、血 WBC）恢复的时间。

疗（发热者予以退热，咳嗽咯痰者予以止咳化痰，喘息气促

观察组症状与体征消退时间及辅助检查结果恢复时间均显著

者予以平喘，缺氧者予以吸氧等）。②观察组：以对照组常规

少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9 期

-83-

表 1 两组症状与体征消退时间及辅助检查恢复时间的比较（d， x ± s ）
症状体征

辅助检查

组别
咳嗽

3

讨

发热

气促

双肺啰音

X线

血 WBC

观察组

6.48±2.30

2.77±2.11

5.11±2.26

4.80±2.91

7.16±2.35

5.21±2.29

对照组

8.51±2.38

3.65±2.09

6.61±2.30

6.51±2.28

8.08±2.49

6.23±2.32

P值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论

小儿肺炎中以支气管肺炎最多见，多在机体抵抗力下降或
防御功能受损的情况下感染细菌或病毒，而致气道与肺组织充
血、水肿及渗出，引起气道阻塞，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患儿
出现缺氧，甚至呼吸衰竭。若治疗不及时、不彻底易导致疾病
反复发作，引起多器官系统并发症，严重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
及身体健康。西医以抗菌、抗病毒、改善通气及对症支持治疗
为主，但由于长期运用单纯西药治疗易产生耐药性等，且存在
较多药物不良反应，而导致部分病情迁延不愈。
在祖国医学中小儿肺炎属“喘嗽”范畴，风邪化热，痰热
壅肺，肺失宣降为其主要病机。其病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内因
小儿气血未充，肺脏娇嫩，腠理疏松，卫外不固，外邪易袭入
肺经。外因感受风寒、风热之邪，由表及里，袭入肺经。肺气
郁阻而生热，化热炼液成痰，痰阻肺络而成本病，故治疗宜清
肺化痰。
本观察中麻杏石甘汤为加味方，方中炙麻黄宣泄肺热；川
贝母止咳化痰；杏仁可引药入肺经，有降气平喘之功；白术、
茯苓燥湿化痰；石膏清肺、止咳，辅以麻黄宣肺而不助热；地
龙解痉平喘；炙甘草益气养胃、调和诸药。诸药配伍，共达辛
凉宣泄， 清肺平喘之效[4]。现代药理研究证明[5]，杏仁成份中
的苦杏仁苷，口服后被水解而产生苯甲醛与氢氰酸，可通过抑
制呼吸中枢而起到止咳平喘的功能；麻黄成份中的麻黄碱可通

过松弛支气管平滑肌，起到解痉作用，且麻黄还具有镇咳、平
喘、抗菌、抗病毒等功效；黄芩、鱼腥草具有抑菌、抗病毒作
用，以瓜蒌、浙贝辅之可清热化痰，以苇茎辅之可增强其解毒
功效[6-7]；此外石膏具有解热作用；甘草具有解毒作用。结果显
示小儿肺炎时运用本方联合常规西药比单纯运用西药治疗更
具优势，可全面、彻底地治疗疾病，不仅使用方便、疗效显著，
而且本观察未见任何不良反应及毒副作用。
参考文献：
[1]沈晓明,王卫平.儿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73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7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小儿肺炎防治方案[J].中华儿科杂志,1987,25
(1):47-48
[4]柯雪帆.伤寒论选读[J].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46
[5]陈娜,梁仁.麻杏石甘汤的现代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J].广东药学院学报,
2004,20(5):545-546
[6]俞亚丽.中药结合吸入激素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 80 例[J].浙江中医药大学
学报,2006,30(4):373-374
[7]邢燕如.温肺散寒法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32(1):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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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风寒湿邪，重在祛湿，因湿性粘腻，不易速去，故腰腿痛病
多迁延难愈，病程久长，反复发作，所以祛邪重在祛湿。这一

瘀，通络止痛的治疗目的。
强肾祛风汤酒，制作简单，利于贮藏，服用方便，既有汤

观点与现代医学的无菌性炎症反应刺激所引起的腰脚痛是一

剂起效快的特点，又有酒剂易贮存，不变质的优点，而且药力

致的，尽管两种理论不相同，而且这也是我们利用中药治疗本

能迅速达病所，可谓法简效佳，值得推广应用。

病的理论基础，即祛除湿邪、消除无菌性炎症反应为出发点以
治标，同时应补肝肾以治本。因无菌性炎症反应（充血、水肿），

参考文献：

导致瘀阻经络，经络不通，不通则腰腿痛。综上述，本病病因

[1]陈佑邦.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01

病机为肝肾亏虚，风寒湿侵袭，气血运行不畅，瘀组经脉，经

[2]张年春,等.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和非手术治疗 94 例对比研究[J].中国脊

脉不通所致。故治则为标本兼治，治法为补肝肾，祛风湿，活

柱脊髓杂志,2000,10(1):41-43

血通络止痛。病因病机明晰，遣药组方，病焉不去。方中熟地、

[3]傅建峰,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机理及治疗现状[J].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乌梅、川牛膝色黑入肾，专补肝肾，使肾强力壮，提高人体自

2000,6(1):49

身祛风寒湿邪气的能力，不仅达到了治病的目的，而且也达到

[4]梅芳瑞,等.腰椎间盘的非手术治疗(40 例前瞻性研究)[J].颈腰痛杂志,

了防病的目的（愈后不易复发）；羌活、制川草乌、天麻、祛

1999,20(3):166

风除湿，通络止痛；当归、川芎、红花养血活血，祛瘀通脉止

[5]胡有谷.严格技术指征,提高手术质量[J].中华骨科杂志,1996,16(7):411

痛；贵在用单味二花即能清热解毒（瘀积之热）
，消除无菌性
炎症反应，又不因其寒凉之性而影响整方温补之性；红糖一则
性补，二则矫药味；白酒一则行药快速至病所，二则防腐，三
则白酒自身有活血化瘀作用，能增强当归、川芎、红花的活血
祛瘀通脉作用。诸药和用，起到强壮肝肾，祛除风湿，活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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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熨法治疗脑卒中后偏瘫肢体肿胀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emiplegia swelling following stroke by
the Yaoyun therapy
赖若芸 窦维华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 南宁，53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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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药熨治疗脑卒中后偏瘫肢体肿胀的疗效。方法：将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42 例和对照组 38 例进
行对照观察。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92.8%，对照组有效率为 68.4%。两组疗效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药熨法
是运用中医温通经络、活血化瘀的理论，在治疗脑卒中后肢体肿胀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脑卒中；肢体肿胀；药熨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treating hemiplegia swelling following stroke by Yaoyun therapy.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2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8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treated group efficiency
was 92.8%, while another was 68.4%.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in curative efficacy (P<0.05)。Conclusion:
Yaoyun therapy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enTong Jingluo, Huoxue Huayu in treating limb swelling after stroke has good clinical curative
efficacy.
【Keywords】 Stroke; Limb swelling; Yaoyun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6
脑卒中的发病率现有明显上升趋势，偏瘫患者也日益增

丹参 20g，夏无天 20g，延胡索 20g，牛膝 30g，补骨脂 30g，

多，偏瘫肢体肿胀是脑卒中常见的症状之一，常因血液循环障

将上药捣细混匀加入白酒搅拌后，把药渣装入布袋里，用微波

碍或神经营养不良所致。其临床主要表现为持续手足肿胀，轻

炉高火加热 2～3min，至药物温度达到 60℃～70℃，将药袋置

[1]

者可自行恢复，重者日久不消，严重影响偏瘫肢体功能的恢复 ，

于肿胀的肢体，根据袋内温度逐渐下降及病人对温热的承受程

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我科于 2008 年～2012 年用药熨法治疗

度进行来回推熨，力量均匀，开始时速度稍快，用力轻，可用

脑卒中后偏瘫肢体肿胀，取得满意疗效，现总结如下。

点、推、滚、揉、搓等手法；随着药袋温度逐渐降低，用力增

1

强，同时速度减慢。药袋温度降低时，可随时更换药袋。时间

临床资料

为 15～20min，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4 个疗程，

参照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修订的《各类脑血

疗程结束后 2 个月统计疗效。

管病诊断要点》[2]，且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 80 例。其中男 46

3

例，女 34 例，年龄 41～76 岁；脑梗死 68 例，脑出血 12 例；
均经 CT 或 MRI 确诊。病程最短 1 个月，最长 3 年；左侧肢体

3.1 疗效评定

肿胀 43 例，右侧肢体肿胀 37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42 例和对

参照脑卒中病人康复标准[3]。痊愈：患肢浮肿完全消失，

照组 38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均>0.05）
，具

神经系统体征得以改善，2 个月内肢体浮肿未出现者；显效：

有可比性。
2

疗效观察

患肢浮肿消失，神经系统体征得以改善，2 个月内偶有肢体浮

治疗方法

肿，但很快消退者；有效：患肢浮肿较前减轻，神经系统体征
有所改善；无效：患肢浮肿无好转。

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内科治疗方法，治疗组除常规内科治

3.2 治疗结果

疗外，采用药熨治疗。方法：将中药方：桂枝 20g，伸筋草 30g，

两组治疗结果见表 1。

桑寄生 30g，千斤拔 25g，独活 25g，黄芪 25g，宽筋藤 30g，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表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治疗组

42

14

12

对照组

38

8

8

2

注：经统计学处理，x =8.04，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无效

总有效率（%）

13

3

92.8

10

12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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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消肿散结，祛风除湿，舒筋活络之功；桂枝以通经利水；黄芪

操作注意事项
对病人进行有效的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主要临床表现、既

往史、药物过敏史、对疼痛的耐受程度、体质、心理状况及药
熨部位的皮肤情况。
与病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告知患者药熨治疗的目的、方法、
作用、疗程及注意事项等。消除其思想顾虑，并积极配合治疗。
予以舒适体位，保持肢体功能位置；暴露药熨部位，冬季
注意病人保暖。
药熨过程中，
保持药袋温度在 50℃～60℃，
不宜超过 70℃；
对年老、感觉迟钝的患者药熨温度不宜超过 50℃。冷却后及时
加热或更换；操作中注意观察局部皮肤情况，同时询问患者对
温度的反应，防止烫伤。局部皮肤有炎症、溃疡、出血等禁用。
观察病情变化，若患者感到局部疼痛或出现辣痛感、水泡
时，立即停止操作，报告医生，并配合处理。
5

讨

补气扶正；牛膝、丹参、延胡索有活血化瘀，通经之功，诸药
协同，则散其淤血，消其肿痛，从而改善肢体血液循环，使偏
瘫肢体肿胀减轻。
中药外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药熨法是中医学颇具特色的外
治法之一，其原理是借热力将药经皮肤渗入体内，刺激肌肤，
开启奏里，舒通活络，促进患肢的气血运行，激发经络之气，
增加皮肤的通透性，以利于药物的渗透和吸收。该法操作简单
易行，安全有效，患者较容易接受且无痛苦等优点，在临床中
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王新志,韩群英,陈贺华.中华实用中风病大全[M].北京: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974
[2]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

论

杂志,1996,29(6):371

隋·巢元方认为：
“中风者，风气中于人也。
”
“其为病者，
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其入经脉，行于五脏，
各随脏腑而生病焉。”现代医学认为，中风后偏瘫肢体肿胀与
交感神经受损，导致微循环障碍肢体局部温度降低有关[4]。中
医学认为，肢体肿胀是由于中风后气血运行不畅，脉络不畅所
致，
“瘀血既久，化为痰水”
，故发为肿胀[5]，治疗以益气活血、
温经通络为法。方剂中的伸筋草、桑寄生、补骨脂有强筋壮骨，

[3]常冬梅,吴红瑛,范建中.脑卒中病人上肢功能的康复[J].现代康复,2000,4
(4):492
[4]潘少雄,吴莲娣.中药熏洗治疗中风后肢体肿胀效果观察[J].护理学杂志,
2004,19(17):40
[5]连玲霞,张希洲.阳和汤加味外用治疗中风后肢体肿胀 28 例[J].新中医,
2006,3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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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润汤雾化吸入治疗急性病毒性咽炎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cute viral pharyngitis with Qingrun decoction
by inhalation
孔 飞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医院，山东 枣庄，277100）
中图分类号：R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85-02

【摘 要】 目的：观察清润汤雾化吸入在急性病毒性咽炎治疗中的疗效。方法：选取我院患者 120 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
疗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观察组予清润汤中药雾化吸入，对照组予庆大霉素加地塞米松、α-糜蛋白酶雾化吸入。结果：治疗组总
有效率 91.66%，对照组总有效率 78.33%，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清润汤清热解毒与养阴利咽滋润相结合，具有清热解毒，
抗炎、提高人体免疫防御作用。
【关键词】 病毒性咽炎；清润汤；清热解毒药；雾化吸入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Qingrun decoction by inhalation on treating acute viral pharyngitis.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Qingrun decoction by inhala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gentamicin plus dexamethasone and alpha-chymotrypsin inhala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1.66%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78.3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Conclusion: Qingrun decoction has the role of cleaning up heat and detoxification, anti-inflammatory and improving the body's
immune defense.
【Keywords】 Viral pharyngitis; Qingrun decoction; Qingre Jiedu medicine; Inhal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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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检查白细胞总数增高，中性粒细胞在 70%以上。

急性病毒性咽炎是指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咽部炎症，本病
常见于秋冬季及冬春季之交。起病急，病情变化快，由于病毒

1.3 纳入标准
符合病毒性咽炎的诊断和辨证标准，且发病在 48h 以内，

变异快，无特异性抗病毒治疗，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我们对
60 例急性病毒性咽炎患者采用清润汤超声雾化吸入，清热养
阴，攻补兼施。临床取得较好的疗效，汇报如下。
1

010-59431886

并未采用任何抗生素治疗者。
2

临床资料

治疗方法
清润汤方药组成：双花 10g，桔梗 10g，黄芩 10g，山

（治上焦如羽）
豆根 15g，贯众 15g，西洋参 8g，生甘草 6g。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0 年 9 月～2012 年 5 月就诊中医门诊和耳鼻

将上述中药加水 200ml，武火烧开，改文火煎 0.5h，两煎混

喉门诊的患者 120 例，其中男 62 例，女 58 例，年龄最大的 58

合后约剩余 40ml，在温度 40℃左右的时候，过滤后取中药

岁，最小的 4 岁，平均年龄 32 岁，病程 1～3d。发病后均在

制剂 20ml，倒入超声雾化器中进行雾化，30min/次、2 次/d，

48h 内就诊，将其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 60 例，对照组

5d 为 1 个疗程；对照组采用庆大霉素 16 万 u 加地塞米松

60 例。治疗组中男 31 例，女 29 例，对照组男 33 例，女 27

5mg、α-糜蛋白酶 4000u 溶于 30ml 氯化钠溶液中行超声雾化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等资料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治疗，30min/次，2 次/d，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后

（P>0.05）
，具有可比性。

统计疗效。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的有关标准拟定。

3

结

果

3.1 疗效标准

1.2.1 症状
临床上发病急出现咽部干燥、灼热、疼痛、吞咽疼空咽时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药证诊断疗效标准》
。

较进食时明显，有梗阻感、或有发热，全身不适。

临床治愈：5d 后咽部症状全部消失；显效：治疗 5d 后，咽部

1.2.2 体征

症状体征明显减轻；好转：治疗 5d 后症状和阳性体征减轻；

咽粘膜充血肿胀、悬雍垂水肿、咽后壁淋巴滤泡及咽侧

无效：治疗 5d 后无明显变化甚至病情加重。
3.2 治疗结果

壁红肿，可伴有颌下淋巴结肿大、压痛。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效果比较，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1.2.3 实验室检查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4

组别

n

临床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P

治疗组

60

49

4

2

5

91.66

<0.05

对照组

60

35

5

7

13

78.33

讨

论

急性病毒性咽炎是临床上常见病、多发病，属于中医喉痹
的范畴。祖国医学有“咽喉诸病皆属于火”之说。多因风热外
邪侵袭，热邪循经灼伤咽喉，使咽喉肿痛，而至咽痛。我们自
拟一组具有清热解毒、利咽消肿止痛、抗感染抗病毒的药物。
他不是针对某几种病毒，而是对病毒有广谱的抑杀作用。方中，
双花甘寒，为清热解毒之良品，善解肺经郁热。现代药理研究
证实双花具有抗菌抗病毒的作用。桔梗苦辛性平，专入肺经宣
肺开音，利咽止痛，排脓消痈，引药上行入肺经达咽喉。其有
效成分桔梗皂甙能刺激咽粘膜，反射性引起呼吸道黏膜产生分
泌亢进，稀释并排除潴留于咽喉部及支气管中的痰液，促进炎
症过程的吸收。其性能能升兼降，实具有开通之力。黄芩清热
解毒、利咽消肿。山豆根、贯众都具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之
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山豆根、贯众对咽喉部常见柯莎奇
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

也能散瘀，也可凉血，切合风热喉痹热毒致瘀之病机。生甘
草益气清火、和中化痰、清润止咳，调和诸药。全方具有疏
风清热解毒、活血消肿、利咽通痹、行气解郁、凉血理气之
功效。
雾化吸入是目前治疗急性咽炎局部用药的常用方法，它是
利用超声波使药液变成极小雾滴，经口腔、咽部和呼吸道吸入。
雾化吸入给药后，呼吸道分泌物中药物浓度较口服给药高 100
倍。吸入药物的 70%可直接分布于呼吸道表面，直接作用于炎
症部位，同时起湿热敷作用，保护营养咽部粘膜，促进修复，
加速疾病的恢复过程。
清润汤攻补兼施，具有清热解毒、养阴利咽滋润的作用，
能起到速效和持久的疗效，避免了应用激素药物的反弹，抑制
炎症反应、提高人体免疫防御作用。雾化给药简单方便，缩短
了病程，减轻全身用药的不良反应，安全性高，无毒副作用，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它们还具有抗炎抗菌、增强机体免疫力之功效。西洋参为本方
中的妙药，它性寒、味甘、入肺，脾肾经具有补气、养阴，清
火除烦养胃生津。既护阴气，同时也具有利咽宣肺的作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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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与莲子心配伍治疗上热下寒类病证 100 例评价
Evaluation on treating 100 cases of the Shangre Xiahan cold-like illness with
epimedium lotus heart combination
泽 君 陈玉卿 李慧文 王

洁

（海军总医院，北京，100048）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87-02

【摘 要】 目的：共享淫羊藿与莲子心配伍使用，治疗上热下寒类病证的临床应用。本组病例 100 例全是本人近三个月门诊
病例，大多运用小疗程调整方剂的方法，针对因上热下寒类病证引起的月经紊乱、失眠、心悸、高血压、头痛头晕、口腔溃疡、
四肢冷痛等疾病或症状的治疗效果进行分类分析，运用症状积分量表进行评估，证明淫羊藿与莲子心配伍，随证加减，治疗上述
病证效果显著。
【关键词】 淫羊藿；莲子心；配伍；上热下寒；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treating Shangre Xiahan by Epimedium combined with nelumbinis. 100 patients were
all my nearly three months of outpatient cases, most of the use of small course adjustments prescription,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for the card
due to the Shangre Xiahan illness caused by menstrual disorders, insomnia, palpitations, high blood pressure, headache, dizziness, mouth
ulcers, cold sore limbs and other diseases or symptoms treatment effect. Use the symptom score scale to assess prove epimedium lotus heart
compatibility, subtraction with the card, the treatment of these syndromes 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 Epimedium; Nelumbinis; Compatibility; Shangre Xiahan;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8
1

100 例均为近 3 个月来临床出现上热下寒症状的患者中随

资料与方法

机抽取，年龄与性别分组列表，见表 1。

1.1 资料
表 1 100 例上热下寒类病证年龄与性别分组列表
30 岁以下（人）

性别

31～55 岁（人）

56 岁以上（人）

合计（人）

男性

2

9

10

21

女性

17

30

32

79

合计

19

39

42

100

1.2 方法

者。治疗观察时间 2～3 个月。

100 例患者皆应用淫羊藿与莲子心配伍，加减其他中草药
治疗月经紊乱、失眠、咽炎、冠心病、高血压等证见上热下寒

1.3 疗效评价标准
见表 2。

表 2 上热下寒类病证症状积分量表（疗效评价标准）
症状

无症状

轻度

中度

重度

0分

1分

2分

3分

头晕头痛

无

偶尔发作，可自行缓解

经常发作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头晕严重，严重影响活动，不能工作

少气乏力

无

肢体稍倦，可坚持轻体力工作

四肢乏力，勉强坚持日常活动

全身无力，终日不愿活动

眼干眼涩

无

轻度眼干，休息后可缓解

眼干涩，需要使用滴眼液方可缓解

使用滴眼液不缓解，甚至影响视力

咽干咽痛

无

偶尔或短暂，少量饮水可缓解

口服药物后可缓解不影响生活

口服药物不能缓解，严重影响生活

口干口苦

无

偶尔或短暂，少量饮水可缓解

口服药物后可缓解不影响生活

口服药物不能缓解严重影响生活

纳差腹胀

无

食欲差，餐后腹胀，0.5h 左右可缓解

大便不调

无

不思饮食，餐后腹胀，需口服药物可缓解 食入即吐，腹胀严重，口服药物不能缓解

大便偶尔改变，不用药物可

大便干或稀，次数不规律，

大便严重不规律，口服药物也

恢复日常习惯，无不适感

须服用药物可恢复正常习惯

不能恢复正常，并影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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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小腹冷痛

无症状

轻度

中度

重度

0分

1分

2分

3分

腹部冷痛轻，使用取暖

经常腹部冷痛，使用取暖工具

长年冷痛严重，使用工具不能缓解，

工具可快速缓解

可缓解，但不使用则感觉冷痛

口服一般药物也不能缓解

肢端易冷，或轻度怕冷

怕冷或肢端寒凉，温暖环境

怕冷或肢端寒凉，温暖环境不能缓解，使

无

畏寒肢冷

无

温暖环境可缓解

不能缓解，使用药物可缓解

用药物也不能缓解

腰膝酸软

无

无力酸软轻度，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重度，影响工作生活能够自理

严重酸软不能活动影响工作和生活

月经不调

无

偶尔不调，时间差距≤3d

每月不调，时间差距>3d，但≤10d

每次不调，无定期，甚则几月或周内

失眠多梦

无

焦虑抑郁

无

偶尔失眠，1h 内可入睡，每日睡眠<8h

经常失眠，须口服药物方可入睡，
每日睡眠<6h

轻度情绪变化，不影响工作与

重度情绪变化，可口服药物

情绪无法控制，使用药物不能

生活，可自行调解

控制，影响工作不影响生活

缓解，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1.4 评价方法
分次评估，评估间隔时间为一周。本次评分比较初次评分
降低低于 10%为效差，降低低于 5%为无效，降低超过 10%为

15g，钩藤 20g，炒神曲 20g，鸡内金 10g，羚羊粉 1.2g，炒白
术 12g，土鳖虫 10g，水蛭 6g，小白花蛇 1 条，首乌藤 40g。7
剂，水煎服。
2012 年 3 月 20 日复诊，睡眠改善，口干、咽燥感减轻。

有效，降低超过 50%为显效，降低超过 80%为效优，降低超过
95%为临床治愈。
2

结

果

100 例患者中，治疗 3 个月及以上者 21 例，1～2 个月不

下肢疼痛尤在。嘱前方加蜈蚣 1 条，14 付，水煎服。
2012 年 4 月 5 日，现睡眠良好，精力改善，诉有脱发病史，
前方加黄精 30g，何首乌 20g，砂仁 10g，金银花 20g，黑芝麻
30g，14 付，水煎服。

足 3 个月者 47 例，不足 1 个月者 32 例。
抽取本次 100 例，积分评估效优 72 例，显效 25 例，无效

2012 年 4 月 19 日，精力好转，睡眠质量高，汗出量微，
前方改细辛 3g，太子参 15g，加连翘 20g，14 付，水煎服。

3 例（其中放弃 1 例）
。
3

案

严重失眠，口服药物无效，每日睡眠<2h

例

患者甲，女，29 岁。2012 年 5 月就诊。主诉：月经后期，

2012 年 5 月 6 日，睡眠已经完全好转，精力恢复，头发再
生，但由于最近工作劳累，腿疼加重，前方去细辛，金银花，
连翘，黑芝麻，改太子参 20g，加水蛭 10g，蜈蚣 4g，乌蛇 20g，
透骨草 30g，6 付，水煎服。

10d～5 个月不等。症见：头晕，头痛，周身乏力，记忆力下降，
手心热、汗出，烦躁、易怒，月经量少、色暗、有血块，偶见
小腹坠痛，膝盖冷痛，纳可，大便时干时溏，多梦；舌淡胖有
齿痕，舌尖略红，苔薄白，脉沉细弦。

2012 年 5 月 15 日回访，现症状均已消除，情况良好。
4

结

论

上热下寒类病证是目前北方患者、城市患者、女性患者中

中医证型：气阴两虚，寒凝血瘀，肝脾不和，心肾不交。

最常见的一类病证，尤见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系

处方：黄芪 40g，枳壳 10g，党参 15g，茯苓 15g，益母草

统、妇科及骨关节病等。临床表现以头晕头痛、少气乏力、眼

30，鸡血藤 30g，莲子心 10g，淫羊藿 15g，地龙 10g，牛膝 10g，

干眼涩、咽干咽痛、口干口苦、纳差腹胀、大便不调、小腹冷

柴胡 12g，元胡 20g，黑附片 6g，7 剂，水煎服。

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月经不调、失眠多梦、焦虑抑郁等

2012 年 5 月 20 日复诊：患者自诉偶有烦燥，余有好转。

症状或病证。这类病证的治疗一是病程长，二是病人痛苦感受

前方去益母草，改莲子心 20g，加当归 30g，川芎 35g，生地

高，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目前看来，在门诊

50g，7 剂，水煎服。

病人中此类病证患者比例高达 70%以上，而治疗效果单纯按调

2012 年 6 月 1 日回访，月经正常而来，痛经症状基本消除。

整阴阳平衡的方法效果差，或远期疗效更差。

患者乙，女，53 岁。2012 年 3 月 13 日就诊。主诉：失

淫羊藿味辛、甘，性温，归肝、肾经，功能：补肾阳，强

眠 5 年。症见：头痛、眩晕，胸闷，汗出，周身无力，精神

筋骨，祛风湿；莲子心味苦，性寒，归心、肺、肾经，功能：

状态欠佳，口干、眼干，咽痒、咽燥，多处骨折外伤，腰腿

清心去热，止血涩精。两药配伍可使上焦火热下行，温补下焦

痛、尤以膝盖冷痛为重，纳差、胃不舒、食后腹胀、便干，

寒凉。在临床上配合其他药物，辨证论治，治疗上热下寒类病

寐差、难以入睡、睡后易醒、醒后难睡。舌淡红苔厚黄，脉

证，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莲子心实可清上焦火热，同时引

沉弦涩。

上焦热下行入脾肾经，又可引淫羊藿之热性下行，是为引经药；

中医证型：气虚血瘀，阴虚火旺；脾肾阳虚，心肾不交。

既可清上焦而不伤下焦之热，又可助淫羊藿温下焦而不致上焦

处方：黄芪 30g，枳壳 10g，莲子心 20g，细辛 10g，耳环

热盛；淫羊藿温补脾肾，性情温和，又可防莲子心之寒凉。故

石斛 20g，全虫 10g，芦根 40g，党参 20g，太子参 20g，炙甘
草 15g，浮小麦 30g，茯神 20g，仙灵脾 15g，柴胡 20g，天麻

二药配伍，共奏清上热温下寒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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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志教授治疗慢性头痛经验介绍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ANG Xin-zhi for treating chronic head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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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王新志教授治疗慢性头痛的经验，病因病机在于上实下虚；辨证灵活，重视瘀血；治疗上，因人制宜，善用
引经药，虫类药。
【关键词】 慢性头痛；治疗经验；王新志
【Abstract】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WANG was introduced, the etiology and mechanism, treating policies and medicines were
explored in treating chronic headache.
【Keywords】 Chronic headache; Clinical experience; WANG Xin-zhi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49
慢性头痛，中医称之为首风、头风等，类似于西医的偏头
痛、丛集性头痛、紧张性头痛。病程长，间歇性反复发作，呈
跳痛，刺痛，胀痛，痛有定处，缠绵难愈，给患者带来极大痛
苦。王新志教授是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脑病医院院长，
博士研究生导师，对中医理论有深刻领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重视从“瘀血”论治，提倡“久病不用活血化瘀，何除年深
坚固之沉疾”。
3

治疗经验

3.1 遣方用药，因人制宜

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经验，其治疗慢性头痛独具匠心，颇有效

从老年人的生理病理上来讲，人到老年脏腑日衰，五脏俱

验。笔者有幸跟随王老师学习，受益匪浅，试将其经验介绍如

虚，而脏腑虚衰是老年人发病的重要因素。“邪之所凑，其气

下。

必虚”
，故老年病以虚为本，多加用当归、熟地、枸杞、白芍、

1

病因病机上实下虚
《医宗必读》云：“头为天象，六腑清阳之气，五脏精华

之血，皆会于此。故天气六淫之邪，人气五贼之变，皆能相害，

菟丝子之类滋补药物。年轻人气血充盛，喜熬夜，多思虑，且
多饮食不节。
“气有余便是火”故多加用黄芩、龙胆草、泽泻、
知母、石膏之类消导药物。
3.2 分经论治，妙用引经

或蔽覆其清明，或瘀塞其经络”、“高巅之上，唯风可到”。故

头为诸阳之会，
《灵枢》云：
“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

头痛外因多由六淫之邪所致，以风为主，或兼夹它邪，如寒、

其气血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六经病变皆可引起头痛，总结临

湿、温等，循经上犯，壅遏经气，阻遏清窍，不通则痛。

床，参照经典，以太阳、阳明、少阳、厥阴多见。依经络循行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脑为髓海，依赖肝肾精血和脾

路线选择引经药物。太阳头痛多加用羌活、川芎；阳明头痛多

胃精微物质充养。肝主疏泄，体阴而用阳，肝血不足，疏泄

加用葛根、白芷；少阳头痛多加用柴胡、黄芩；厥阴头痛多加

失司，升降失常而为头痛；肾精久亏，无以生髓，髓海空虚，

用吴茱萸、藁本。

发为头痛；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虚弱，气

3.3 虚实寒热，皆用虫类

血生化不足而为头痛。或因脾不健运，痰浊内生，蔽阻清窍

慢性头痛多病程较长，经久难愈。若要速效，决非一般平

而为头痛。或久病入络，脉络不通，气血凝滞，发为瘀血头

淡之品所能胜任，必须在方药中加入虫类药以活血化瘀、搜风

痛。

通络。正如叶天士所云：“病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

2

辨证灵活重视瘀血
慢性头痛发病时间长，时作时止，多属中医内伤头痛。中

效，当以虫蚁疏逐，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
。
《杂证总诀•头痛》
亦有“病初在经在气，久病人络入血，气血瘀痹而痛者，用虫
蚁搜逐血络，宣通阳气”的论述。故我师治疗慢性头痛每多加

医辨证一般分为：血虚头痛、肾虚头痛、肝阳头痛、痰浊头痛、

用蜈蚣、全蝎、僵蚕等虫类药物，不仅能搜风剔络，亦能解痉

血瘀头痛。王新志教授在多年治疗慢性头痛的实践基础上，信

镇痛。

奉叶天士“久发、频发之恙，必伤及络，络乃聚血之所，久
病必瘀闭”、“初病在气，久病入血”的观点，认为慢性头痛
的发病，无论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初病多气结在经，久病
则血伤入络，导致气滞血瘀。所以王新志教授治疗慢性头痛

4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38 岁，2012 年 3 月初诊。患者头胀痛 5 年，
（下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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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安汤治疗肾阴虚型围绝经期综合征 24 例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Shen Yinxu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with
the Gengnian’an decoction
王亚君 张晓丹
（1.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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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更年安汤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48 例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
组 24 例给予更年安汤口服，对照组给予坤泰胶囊口服；两组均治疗 1 个月。结果：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更年安汤
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疗效确切。
【关键词】 围绝经期综合征；更年安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Gengnian’ an decoction on treating Shen Yingxu menopausal syndrome.
Methods: 4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4 in the control and 24 in the treated.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Gengnian’an decoc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Kuntai capsules for oral, after a month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efficacy in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Conclusion: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Gengnian’an decoction on treating Shen Yinxu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was effective.
【Keywords】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Gengnian’an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0
围绝经期综合征是妇女在绝经前后，由于卵巢功能衰退，

病程（3.06±1.46）年；中医症状积分轻度 10 例，中度 8

雌激素水平波动或下降所致的以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为主，

例，重度 6 例。对照组 24 例，年龄（46.58±5.24）岁；病

伴有神经心理症状的一组证候群。其中肾阴虚型表现主要有：

程（2.82±1.58）年；中医症状积分轻度 14 例，中度 5 例，

烘热、汗出，五心烦热，烦躁易怒，夜寐不安，郁郁寡欢，口

重度 5 例。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

干便秘，月经失调或闭经，色红，舌红，少苦，脉细数。本病

比性。

属于祖国医学“经断前后诸证”范畴。笔者跟随导师在门诊采

1.3 治疗方法

用经验效方更年安汤治疗肾阴虚型围绝经期综合征，效果明
显。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西医诊断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中华人

治疗组给更年安汤：山萸肉 20g，熟地 10g，生地 30g，地
骨皮 30g，白芍 15g，郁金 15g，合欢皮 30g，栀子 10g，牡丹
皮 10g，五味子 15g，夜交藤 30g，北沙参 10g，麦冬 15g，煅
龙牡各 15g，甘草 3g。水煎服，1 剂/d，早晚分服。对照组给
坤泰胶囊（成分：熟地、黄连、白芍、黄芩、阿胶、茯苓，功
能主治：滋阴清热，安神除烦）口服，4 粒/次，3 次/d。两组

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1997 制定；中医诊断参照《中药新药

均以 1 个月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后评价疗效。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和《中医妇科学》新世纪“十五”国家级

1.4 观察指标

规划教材，第 5 版制定。排除年龄<45 周岁或>55 周岁，不符

分别记录治疗前和治疗后 2 周潮热盗汗、五心烦热、烦躁

合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标准者；双侧卵巢切除，子宫、卵

易怒等中医临床症状。两组于治疗前后分别检查患者血、尿常

巢肿瘤和卵巢功能早衰患者；近 3 个月接受过性激素类药物治

规及肝肾功能情况。

疗者；合并有心血管、脑血管、肝、肾、造血系统及内分泌系

1.5 疗效标准[1]

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过敏体质，或已知对本药

临床痊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症候积

成分过敏者。

分减少≥95%；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症候积

1.2 一般资料

分减少≥70%；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症候积

选择我院 2010 年 8 月～2012 年 10 月妇科门诊患者 48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24 例，年龄（48.26±3.58）岁；

分减少≥30%；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
或加重，症候积分减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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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 24 例，痊愈 4 例（16.67%）
，显效 11 例（45.83%）
，
有效 6 例（25.00%）
，无效 3 例（12.50%）
，总有效率 87.50%；
对照组 24 例，痊愈 3 例（12.50%）
，显效 10 例（41.67%）
，有
效 5 例（20.83%）
，无效 6 例（25.00%）
，总有效率 75.00%。
治疗组效优于对照组（P<0.05）
。
2.2 不良反应
经临床安全性指标观测，两组均未发现不良反应及毒副作
用。
3

讨

-91肉补益肝肾、收敛固涩，为补益肝肾之要药。熟地，具有养
血滋阴、补精益髓的功效，为补血之要药。生地，清热凉血，
养阴生津。地骨皮与熟地配伍滋阴养血与降火除热并进，滋
阴以治本，降火以治标，使阴固而水能制火，热清而耗阴无
由。以上四药为君，共奏滋阴养血、降火除热功效。白芍，
敛降多而升散少，属阴，可养血和营，平抑肝阳，同时味酸
亦有收敛之性；郁金，活血行气止痛，解郁清心，利胆退黄，
凉血。合欢皮，功能：养心、开胃、理气、解郁，主治神经
衰弱、失眠健忘、胸闷不舒等症；栀子，清心除烦。牡丹皮
具有清热凉血，活血祛瘀之功效。此白芍、郁金、合欢皮、
栀子、丹皮共为臣，平肝疏肝、清热解郁。五味子，敛肺滋

论

围绝经期综合征是妇女绝经期前后出现的一组症候群，
是妇女由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时期的常见病，它主要是由于
卵巢功能逐渐衰退所引起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祖国医学并
无围绝经期综合征这一病名，但对其主要症状都有详细的论
述。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
衰矣”。又云：“肾气盛，月经始；肾气衰，月经绝”。明•虞
抟《医学正传》：“月经全凭肾水施化，肾水既乏，则经血日
以干涸。”这都说明肾对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及生殖能力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肾脏虚损论为现代大多数医家所认可。近
代中医学将本病归于“经断前后诸证”之范畴，认为“肾为
先天之本”，
“五脏相移，穷必及肾”，故肾阴阳失调，每易波
及其他脏腑，而其他脏腑病变，久则必然及于肾，故本病之
本在肾，常累及心、肝、脾等多脏、多经，致使本病证候复
杂。沈志庵 [2] 认为围绝经期综合征病属“冲任亏虚，天癸将
竭”而表现的阴阳失调，关键在肾脏。中医认为阴精是物质
的根本，阳气主物质的功能，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初期的临
床表现多为潮热盗汗、烘热汗出、手足心热、夜寐不安、烦
躁易怒、口干等以阴虚为主要病机的症状，考虑为疾病的初
始阶段主要为物质基础的改变，即阴精的亏虚。故围绝经期
患者的主要症状还有肾虚的症状，如腰酸耳鸣、腰膝酸软、
夜尿、骨痛等等。肝肾同居下焦，素体肝郁，郁久化火，火
邪伤阴，阴伤使肾阴虚更加明显，因此，平素肝郁之人，围
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症状更加明显和多变。根据此理论，更年
安汤在治疗当中，不仅仅着色于滋肾补肾，而加以疏肝解郁，
平肝养血之品，使肾水得涵，肝火得平，脏腑得养，气血得
调，水火相济，心肾交通，诸症自平。更年安汤以滋肾养阴、
平肝疏肝、收敛安神立法，使肾水得涵，肝火得平，脏腑得
养，气血得调，水火相济，心肾交通，诸症自平。方中山萸

肾，宁心安神；夜交藤，养心安神；北沙参、麦冬养阴润肺，
清心除烦；锻牡蛎与锻龙骨二药配对，相须为用，镇潜固涩，
养阴摄阳，阴精得敛可固，阳得潜而不浮越：此五味子、夜
交藤、北沙参、麦冬、煅龙骨、煅牡蛎为佐，交通心肾、滋
阴收敛安神。甘草为使，甘缓和中，调和诸药。全方共奏滋
肾养阴、平肝疏肝、收敛安神的作用。且现代药理实验证明
熟地 [3] 有增强免疫、降血脂、增强骨髓造血功能、调节激素
代谢、降血搪、抗衰老、镇静作用。现代药理研究：白芍 [4]
有镇静、镇痛、抗惊厥及免疫调节作用， [5] 并可刺激雌激素
合成素的分泌，而促使雌激素分泌。牡丹皮有镇痛、镇静、
抗炎和解热作用。合欢水提物具有较强的镇静、催眠作用，
对失眠症状有明显的治疗作用。本观察表明，更年安汤集滋
肾养阴、平肝疏肝、收敛安神之功效于一体，对肾阴虚型围
绝经期综合征起到了标本兼治的作用，疗效显著，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三辑)[S].1997:98
[2]陈生贵,方放,沈志庵.运用二仙汤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经验[J].江西中医药
2008,29(1):5
[3]黄泰康主编.常用中药成分与药理手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9:795-797
[4] 梅 全 喜 . 毕 焕 新 主 编 . 现 代 中 药药 理 手 册 [M]. 北 京 : 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199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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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作时止，以两侧为重，性情急躁，伴口苦咽干，失眠，纳差，

僵蚕 6g，全蝎 3g，甘草 10g。水煎服，1 剂/d，服用 7d。头痛

小便黄，大便可，舌红苔黄，脉象浮取微浮，沉取弦细。头颅

明显减轻，睡眠欠佳，舌淡红，苔微黄。脉弦。二诊：上方去

MRI 检查示：颅内未见明显异常，请结合临床。诊为头痛，证

玄参、柴胡，加酸枣仁 30g，服 7 剂。诸症消失，偶有失眠，

属肝阳上亢兼外感风邪，宜养阴平肝，佐以祛风通络。方用镇

舌脉均转正常，随访半年无复发。

肝熄风汤加减。处方：龟板、生牡蛎、生龙骨、川牛膝各 20g，
白芍、天门冬各 15g，玄参、茵陈各 10g，防风、柴胡各 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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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医内科急症治疗的效果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medical emergency in TCM
莫云芳
（重庆市高新区人民医院，重庆，400039）
中图分类号：R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92-02

【摘 要】 目的：分析目前利用中医治疗内科急症的现状，探究发展思路。方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临床现状分析，进行
归纳探讨。结果：目前在内科急症治疗方面，中医存在其临床的不足，但是，中医也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
体监测、整体治疗方法，治标治本，临床效果较好，但需要加入当代医学新技术，研发新药品，加大投入，培养人才，争取中医
在内科急症治疗方面取得突破。讨论：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与中医的复苏，传统的中医对于治疗内科急症优势逐渐体现，中医在
治疗内科急症方面必将前景光明。
【关键词】 中医；内科急症；治疗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treating medical emergency in TCM. Methods: Through collecting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Results: There was some space to grow in medical emergency of TCM, but there were many advantages of
TCM, on the other hands, medicine invention, new techniques, scientist were necessary in developing TCM.
【Keywords】 TCM; Medical emergency; Clinical effec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1
在内科急症方面的治疗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
[1]

家的医学发展水平甚至体现出整体的医疗水平 。我国传统的

笔者认为，中医在内科的急症治疗方面发展较为缓慢原因主要
是有 3 个原因。

中医学具有数千年历史，在内科急症方面的治疗，理论基础较

一是药方没有突破。也就是长期的重复使用方药。治疗内

为扎实，临床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但是，随着现代医学在近

科急症长期的临床实践，导致医生沿用治辽某种病的用某方剂

半个世纪的传入和发展，检查的手段以及剂药等方面得到了飞

进行加减，很少去考虑更新一些急救的手段。由于长期的沿用

速的发展，人们普遍接受西医在治疗内科的急性病方面显著的

较为一致的治疗方法，还有另外一个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就是

效果，认为中医在治疗慢性病可以发挥其所长。所以发展中医

中医治疗很少会对一些成批的病例开展分析，只是满足于一些

在内科急症方面的治疗方法不仅推动中医发展而且也是实现

少数的成功个案，然后在全国性医学的杂志上介绍个案。所以，

中医复苏以及中医学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医对于内科急症进行治疗这一领域，到目前依然鲜见治疗

1

中医治疗内科急症特色

内科疾病的有效方法以及方药专著等。
二是没有充分的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西医之所以在半个

近些年来，现代西医关于治疗内科急症取得较大的成果，

世纪时间取得较为重大的突破，其根本的原因是充分的利用了现

这得益于内科急症的基础研究和创新的监测手段以及先进的

代化的技术，比如利用了动物的实验手段等研发新药物。长期的

治疗技术和新型的制剂。和西医倚重现代技术设备以及药物形

脱离了现代技术前沿阵地，中医没有很好的结合到现代的医学技

成较为鲜明的对比是我国的传统中医学治疗内科的急症过程

术，致使传统的中医对于治疗内科的急症方面缺乏突破。

具有 3 个方面独到的特色。一是辨证论治。中医学治疗疾病时

三是没有抓住当前的医学发展新形势开展临床的研究。所

原则为明辨标本，一边治标，一边治本，两者结合，并且按照

谓的医学的发展新形势就是坚持传统治疗为主，同时引进最新

标本确定治疗先后和缓急。这种急救方法侧重的是整体急救，

科学技术；转变简单验证治疗为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相结合；

认为内科的急症属于机体的多个方面与层次的失调或破坏的结

发展由采用较为单一的中医汤药到多种速效药物并存、且多剂

果，因此，采取整体治疗，才是合理的治疗方式。二是宏观整

型的投药方式；由简单的整理回顾文献发展到贯穿古今大型的

体进行监测。在传统中医学中，一般宏观监测患者的症候变化，

专著；进行同治异治共性的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传统的中医

这一方法对于急症患者监测强调的是整体和动态变化，对患者

对这些医学发展缺乏敏锐的意识，使得中医学始终停留在靠经

精气神的证候发生的变化和脉象以及舌象动态进行监测，反映

验治疗疾病的层面，对于临床的研究投入更是严重不足，很大

出病情的发展具有明显优势。三是复方进行整体的治疗。传统

程度阻碍了中医的发展。

的中医学对于内科的急症治疗一般采取的是标本兼治方法，需
要进行复方的整体调治，所以疗效比较的明显并且没有医源性
的并发症。但是这样治疗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投药的
途径和剂型的品种有限制，导致了药效不能充分得到发挥。
2

中医治疗内科急症发展较为缓慢原因

3

进一步发展中医治疗思路
一要建立起较为专业的医疗队伍。这是提高中医在治疗内

科急症水平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起相应急症科
室以及专业的医生队伍。因为没有专设科室就没有办法对急症
进行充分的准备，也就不能很好的应付各种急症的出现和各种

虽然传统中医对于治疗内科急症有着数千年历史，但是和

变化，阻碍了治疗急症；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缺乏突出的、

现代的医学来比较，中医治疗内科的急症方面依然相形见绌。

技术较为过硬的专业队伍，即使是急症科室配备设别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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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给中医内科急症带来一些实质好处。况且，在目前中医

借助监测仪器和一些现代设备对患者脉象和舌象开展观察并

机构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设备条件较差、科室的结构不合理设置、

作出诊断，实现中医指标现代化，做到既不误病情，又使治疗

缺失专业人才等，如果不加强基本条件的建设，单单是依靠个

更加的准确和稳定且有效。

别医生单兵作战，很难真正提高中医在内科急症治疗上的水平。

四要改善制剂和救治的技术。一般内科的急症具有病情

二要加强关于中医在内科的急症方面的研究。在目前，中

重、发展迅速的特点，对患者构成生命威胁。因此，治疗要争

医治疗内科的急症还有待提高，这些主要表现在一些专业的技

分夺秒，要提高中医对急症治疗的效果，必须有高效制剂。要

术人才缺失严重、缺乏基础的研究、缺少药物和临床研究基地、

以传统中医静脉制剂及合剂或者是气雾剂以及含片和浸膏等

更缺乏较为周密的、严格的且合理研究设计。所以，要加强研

为改善内科急症突破口。这些制剂既要保留住传统的中医方剂

究，一方面政府卫生部门要加大扶持力度，对中医技术骨干进

的理法，又融合现代工艺，所以在安全性以及有效性都有保障。

行相应的培训或者建设相应的研究基地；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医
内科急症研究，严格要求课题研究质量以及完成的情况；第三
是种类繁多的内科急症，相关的治疗研究并不需要全面铺开，
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闭、痉、厥、脱以及大出血”等常见
的且在中医治疗中特色鲜明的优势急重症。这样集中中医优势

总之，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与中医的复苏，传统的中医对于治
疗内科急症优势逐渐体现，中医在治疗内科急症方面必将前景光明。
参考文献：
[1]乔之龙.中医内科急症学发展思路探讨[J].中国中医急症,2009(3)

力量，还能大幅度的提高中医治疗疗效。只有扎实做好临床的

[2]刘丽荣,路凡.中医治疗慢性肾盂肾炎 70 例疗效观察[J].中国医药导报,

中医治疗研究，才可以使传统中医得到较为顺利推广。

2010(21)

三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真正提高中医检查内科急症
水平。这点要充分的借鉴西医发展的路径，要在中医理论为指

[3]欧阳北,江生.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观察[J].中国当代医药,20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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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确保望、闻、问、切和现代的技术进行完美的结合。比如

中西医结合治疗流产后出血 46 例
Treating 46 cases of bleeding after abort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李晓锋
（西峡县妇幼保健院，河南 西峡，474500）
中图分类号：R27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93-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流产后出血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1 月就诊的 92 例
流产后出血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采用生化汤合失笑散，环丙沙星片肌注缩宫素；对照组采用盐酸环丙沙星
片，肾上腺色腙片，肌注缩宫素。结果：治疗组服药后阴道出血停止有效率为 93.4%，对照组有效率为 65.4%。结论：中西医结
合治疗流产后出血疗效明显高于单纯西药治疗。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流产后出血；生化汤合失笑散；缩宫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bleeding after abortion. Methods: 92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0 to November 2012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henghua decoction and Shixiao powder were taken in the
treated; in the control routine medicine were taken. Results: In the treated the efficiency of bleeding ceasing was 93.4%, in the control it
was 65.4%. Conclusion: TCM is better than modern medicine solo.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Bleeding after abortion; The Shenghua decoction and Shixiao powder; Oxytoci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2
流产后出血是指在自然流产、手术引产和药物流产过程

物流产 78 例；年龄最小者 18 岁，最大者 40 岁，既往月经正常，

中，由于妊娠物排出不全所致，以阴道出血过多，出血时间过

无全身出血性疾病 84 例，有月经紊乱病史，流产后出血明显加重

长，小腹疼痛为特点的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属中医“产后恶

者 8 例。年龄最小者 18 岁，最大者 40 岁，两组年龄、病情、病程，

露不绝”
、
“堕胎下血”等范畴。3 年来，笔者应用生化汤合失

主要临床症状及体征等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笑散联合西药抗感染，促宫缩药物治疗流产后出血，使患者免

（P>0.05）
。

受手术清宫之苦，疗效显著，医患满意。现总结如下。

1.2 诊断标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①流产后阴道流血超过 10d，淋沥不尽，或出血过多，或流
血停止后又有多量阴道流血[1]；②B 超提示：胎膜残留；③尿
HCG 定性阳性。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1 月就诊的 92 例

1.3 治疗方法

流产后出血的患者，其中自然流产 4 例，手术引产 10 例，药

1.3.1 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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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以生化汤合失笑散为基础方：当归 20g，川芎 10g，桃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病例资料均输入 epidata 建立数据库，并经统计学软

仁 10g，炮姜 6g，炙甘草 10g，五灵脂 10g，炒蒲黄 10g，1
剂/d，水煎取汁 350ml，分 2 次空腹黄酒送服。同时饭后 30min

件 SPSS11.5 处理，组内自身前后对照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

后加服盐酸环丙沙星片（开封制药）0.5g Tid po，肌注缩宫

采用成组 t 检验。

素注射液 10 u im Bid。随症加减：①若小腹空坠，冷痛加生
黄芪 30g，炒白术 15g，艾叶炭 15g；②若胁痛，口苦加金

2

治疗结果
治疗组 46 例中有 3 例在用药期间阴道大出血，行清宫术，

铃子 8g，炒枳壳 10g；③若出血臭秽，口燥咽干者，去五灵
脂、黄酒，加金银花 20g，旱莲草 30g，黄柏 10g；④若心

2 例用药 7d 阴道出血停止，做 B 超示宫腔内有 0.6cm×0.3cm

悸，自汗出者，加党参 30g，五味子 10g；⑤若久病体弱，

强回声，继续用原方案治疗 5d 痊愈，其余全部采用本治疗方

身倦神疲者加黄芪 30g，山楂 30g，牛膝 12g。因本方活血

案，用药后最快 3 剂，阴道出血停止，最慢 12 剂，一般 5～8

化瘀之力较重，故出血停止即止后服，改八珍汤加减，以气

剂痊愈。出血停止后均做 B 超提示：子宫大小正常，尿 HCG

血双补善其后。

阴性。对照组 46 例中有 10 例在用药期间阴道大出血，行清宫

1.3.2 对照组

术，6 例用药 7d 后阴道出血停止，做 B 超提示宫腔内有 1.3cm

给予盐酸环丙沙星片 0.5g Tid po，肾上腺色腙片（上海信
谊药厂）5mg Tid po，缩宫素注射液 10

u

×1.4cm 混合性回声，尿 HCG 阳性，3d 后阴道再次出血多于
月经量，行清宫术。两组疗效见表 1。

im Bid。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尿 HCG 阴性所需时间（d）

治疗组

46

2

41

3

93.4

7±2.5

对照组

46

6

30

10

65.4

12±3

注：两组有效率比较，有显著差异性（P<0.05）
。

3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24 岁，职工，2011 年 8 月初诊。主诉：药

物流产后，阴道淋漓出血 20d。现病史：末次月经 2011 年 6 月
2 日，1 个月前因停经在本院做 B 超提示早孕。病人因恐惧疼
痛，要求行药物流产，即给予息隐＋米索序贯口服，服药后当
天排出胚胎，阴道少量出血，其后却淋漓不尽，色暗有块，伴
小腹坠痛，腰酸，白带多，舌质紫黯，有瘀斑，苔薄白，脉弦
涩，两尺弱。B 超提示：宫腔内有一 1.5cm×1.7cm 强回声团，
考虑为残留胎膜。查尿 HCG 呈阴性。中医辨证为胞脉瘀阻，
恶露不绝。治以活血化瘀，祛瘀生新，理血归经。方用生化汤
合失笑散，加益母草 30g，茜草 12g，三七 10g，川断 20g，牛
膝 10g，1 剂/d 水煎服。同时口服盐酸环丙沙星片，0.5g Tid po
肌注缩宫素 10u Bid，用药 2d，阴道出血量增加，腹痛减轻，
用药 3d，腹痛突然加剧，出血量增加，残留胎膜随之排除，之
后出血量明显减少，腹痛减轻；用药 5d，腹痛腰酸消失，阴道
出血基本停止。复查 B 超提示：子宫附件未见明显异常，改用
八珍汤加黄芪，1 剂/d 水煎服，3d 痊愈。
患者乙，女，19 岁，学生，2012 年 5 月就诊。主诉：引
产后阴道流血 36d。现病史：末次月经 2011 年 12 月 1 日，1

煎服。同时口服盐酸环丙沙星片 0.5g Tid po，肌注 10u Bid，用
药 3d，腹痛加剧，阴道排出残留胎膜，之后腹痛减轻，阴道出
血明显减少，体温均在 37℃以下，继续用药 2d，腹痛、阴道
出血基本停止。复查 B 超提示：子宫附件未见明显异常。改用
八珍汤加党参，1 剂/d 水煎服，3d 痊愈。
4

讨

论

中医认为“冲血为海，任主胞胎”，妊娠期若冲任不固，
气血运行不畅，冲任二脉受损，轻则胎元受损，重则坠胎，致
血不归经，阴道出血不止。西医认为部分胎膜残留于宫腔内影
响子宫收缩，导致出血时间过长，且易发生宫腔感染。本证以
瘀血为基本病因，或兼气血两虚，湿热壅滞等证，治以活血化
瘀为主，随症加减配合口服抗生素预防感染，及肌注促宫缩药
物，使瘀血去则新生血，冲任调则下血自止，亦即“通因通用”
之法的具体运用。
基础方中桃仁、川芎、蒲黄、五灵脂等均具有较强的活血
化瘀作用。文献报道：活血化瘀药物对于促使流产后宫内残留
组织排除，增强子宫收缩，促进流产后子宫内膜修复，减少出
血量，缩短流血时间以及防止流产后宫内感染等方面均有良好
作用，再加上西药抗炎，促宫缩疗效更佳。

注射乳酸依沙吖啶注射液 100mg，维生素 C 注射液 2.0，引产

近年来，流产后出血的病人不断增加，因此运用中医活血
化瘀，西药抗感染、促宫缩，治疗流产后出血疗效可靠，标本

过程顺利，痊愈出院。出院后阴道出血时多时少，色紫黯如败

兼治，取长补短，值得推广。

个月前在本院做 B 超提示中孕，要求住院引产，行羊膜腔穿刺

酱臭秽，伴小腹作痛，腰酸下坠，纳呆口腻，小便黄少，舌质
红，有紫点，苔黄腻，脉细数无力。体温 38℃，脉搏 88 次/min，

参考文献：

B 超提示：宫腔内有一 1.7cm×2.0cm 强回声，考虑为胎膜残

[1]中医妇科学[M].2 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

留，查尿 HCG 呈阴性。因病人恐惧疼痛拒绝行清宫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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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健脾渗湿法结合西医对肾病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nephrotic syndrome by the Jianpi Shenshi
therapy of TCM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王 叶 李正胜 谢 娟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550001）
中图分类号：R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95-02

证型：DBG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健脾渗湿法结合西医对肾病综合征的疗效观察。方法：将 42 例肾病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对照组采取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医健脾渗湿法。结果：两组治疗后 24h 尿蛋白定量、
血肌酐（Cr）
、尿素氮（BUN）
、血清总胆固醇（TC）及甘油三酯（TG）均较本组治疗前降低，对比（P>0.05）
，血浆白蛋白（Alb）
均较前升高，对比（P>0.05）
。结论：中医健脾渗湿法结合西医对肾病综合征治疗有确切疗效，值得推广。
【关键词】 肾病综合征；健脾渗湿；中西医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reating nephrotic syndrome by the Jianpi Shenshi therapy of TCM plus
modern medicine. Methods: 4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was given the TCM Jianpi Shenshi therapy more. Results: The urinary protein excretion, serum
creatinine (Cr),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triglyceride (TG) were reduced, the serum albumin was
elevated after 24h. Both two groups have the treating effect. Conclusion: The TCM Jianpi Shenshi therapy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Nephrotic syndrome; Jianpi Shenshi therapy;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3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是临床肾脏较为多见的疾病，西医多以
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 存在副作用大、疗程长，且易发生感

水煎，分早晚 2 次温服。3 月后观察疗效。
1.3 观测指标及统计学方法
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后 24 h 尿蛋白定量、Cr、BUN、Alb、

染、血栓、消化道出血及营养不良等问题，治疗非常棘手。笔
者观察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综合征患者 21 例，效果满意，

TC 及 TG 进行比较。所得数据采用 SPSS18.0 行配对 t 检验。

现报道如下。

各组均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2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结

果

两组治疗后 24 h 尿蛋白定量、Cr、BUN、TC 及 TG 均较

2011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0 日，患者经排除标准

本组治疗前降低，对比（P>0.05）
，血浆白蛋白（Alb）均较前

后剩下 42 例作为样本，其中男 23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30.6

升高，对比（P>0.05）。各组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临床效

±5.5）岁，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各 21 例。两组患者的年

果优于对照组。

龄、性别、病情及各项观察指标等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
。根据实用内科学的诊断标准[1]确诊。排除标准：

3

讨

论

①继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②年龄小于 18 周岁患者；③妊娠

肾病综合征是由不同原因所导致的肾脏疾患，临床主要表

和哺乳期妇女；④不配合治疗者；⑤合并心、脑、肝及造血等

现为大量蛋白尿、水肿、低蛋白血症及高胆固醇。临床上激素

严重疾病。

是治疗其首选药物，但大剂量激素治疗阶段，易出现医源性柯

1.2 方法

兴综合征，相当部分患者减至维持量时出现反跳，部分患者免

对照组西医常规治疗：标准激素疗法，激素无效或疗效不

疫力下降出现感冒、劳累等诱因致其复发。为加快患者病情缓

佳时用细胞毒免疫抑制剂，同时口服阿司匹林、双嘧达莫等。

解，提高免疫，避免反跳，降低复发，在应用西药的同时联合

治疗组除西医常规治疗外，加用自拟健脾渗湿方（黄芪、白术、

中药治疗，取得良好疗效。使用此法同时对消除水肿、降低蛋

茯苓、党参、陈皮、熟地、当归、半夏、泽泻、甘草）加减；

白尿、提高血浆蛋白、改善微循环、减轻消化系统症状、降低

兼有阳虚者加附子、肉桂；兼有湿热者加金银花、蒲公英；兼

血尿素氮等有较好疗效[2]。

有瘀血者加川芎、桃仁；水肿甚者加车前子、猪苓。1 剂/d，

（下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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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一涛理气活血治疗心系疾病经验
Experience of XUE Yi-tao for treating heart disease with the
Liqi Huoxue method
刘秀娟 1 陈修保 1 薛一涛 2
（1.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 济南，250014；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 济南，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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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血是人体一切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脏腑的病变必先有气血失调，心系疾病也不例外。血的正常运行离不
开气的推动，气行则血行，薛教授根据气与血之间的关系，临床运用“理气活血法”治疗心系疾病，取得较好疗效。
【关键词】 薛一涛；理气活血法；心系疾病
【Abstract】 The blood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all the organs of the human body functional activities. Lesions of the organs must first
appear blood disorders. Heart disease is no exceptio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blood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driven by the gas.
Professor XUE applies Liqi Huoxue method to treat heart disease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s and the blood, achieving
better results.
【Keywords】 XUE Yi-tao; The Liqi Huoxue method; Heart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4
薛一涛教授从医临床 30 余年，对心系疾病的临床与研究

辨证当分清标本虚实，本着补其不足，泻其有余的原则，攻补

造诣颇深。薛老师认为，由于社会生存模式的变化，人的身心

兼施，补中寓通，从而达到气盈血行，血脉同利，胸痛自解的

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在此种状态下易引起精神情志方面的反

目的。临床针对气滞血瘀所致心绞痛者，薛老常选用《政治准

应，进而影响人体气血运行，以气滞血瘀者多见，“七情之由

绳》柴胡舒肝散和失笑散加味，疏肝行气，活血止痛。《寿世

作心痛，”气滞血瘀是导致心系疾病发作的重要原因，因此薛

保元•血气论》：“盖气者，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

师提倡理气活血，气行血行，气血周流全身，循环无端，诸痛

止……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故人之一身，调

自消。在心系疾病的各种临床辨证类型中，几乎都可见到气滞

”痛著者加用延胡索、乳香、没药等，收
气为上，调血次之[1]。

血瘀的症候表现，因此，理气活血是薛师常用治法之一。

效甚好。

1

3

理气活血法治心律失常

理气活血法治心血管神经症
心血管神经症属中医学不寐、心悸的范畴，薛老认为此病

心律失常属于中医学心悸、怔忡、晕厥等范畴。薛师认为，
本病病因有外邪、内伤之别，也有虚实之分，虚实夹杂者亦多

多为情志所伤、劳逸失调、久病体虚等因素引起脏腑机能紊乱，

见。临床辨证当分气血阴阳，分清虚实寒热，辩病变有无涉及

气血失和，阴阳失调而发病。病性有虚有实，属心神病变。
《内

肝、脾、肺、肾，是病及一脏，抑或病及多脏。对于临床表现

经》云：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故重

为心悸不安，胸闷不舒，心痛时作，痛如针刺，唇甲青紫，舌

视精神调摄，调整脏腑气血阴阳的平衡，使气血平顺，心神内

质紫暗或有瘀斑，脉涩或结代，属气滞血瘀所致心律失常，薛

守。对于临床表现为胸闷、心慌，全身烦疼，性情急躁易怒，

老常用四逆散和炙甘草汤（柴胡、枳壳、白芍、生地、麦冬、

胸部闷塞，失眠健忘，不思饮食，苔黄，脉沉弦，查心电图无

炙甘草等）加味，效果良好。如络脉痹阻，胸部窒闷，加沉香、

异常表现，属肝郁气滞所致的神经功能失调，薛师常用四逆散

檀香行气止痛；胸痛重加细辛、延胡索温经通络；若畏寒肢冷

和半夏厚朴汤加味，疏肝解郁，理气畅中，气郁日久，继必及

者，加附子、淫羊藿等温阳通络；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加酸枣

血，常加当归、丹参、郁金活血理气，临床应用，每获良效。

仁、夜交藤等安神宁心；夹痰浊，胸满闷痛，苔浊腻，加瓜蒌、
半夏，化痰通络止痛。
2

理气活血法治心绞痛

4

病案举例
患者甲，男性，67 岁，因“胸闷，胸痛，气短 2 年余，加

重 1 月”于 2011 年 3 月初诊。患者 2 年前因生气后出现胸闷，

心绞痛属于中医学胸痹、心痛的范畴，薛老认为，病机总

胸痛，放射至后肩胛部，休息后缓解，在当地医院就诊，被诊

属本虚标实，发作期以标实为主，缓解期以本虚为主，本虚为

为胸痹（冠心病）。间断服用消心痛、复方丹参片等，效可。

阴阳气血的亏虚，标实为淤血、寒凝、气滞、痰浊交互为患。

但近 2 月来，心胸疼痛加重，如刺如绞，痛有定处，时欲太息，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9 期

-97-

甚则心痛彻背或痛引肩背，伴胸胁胀痛，心烦易怒，深呼吸后

必赖心气的推动，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血

觉舒，纳减，寐差，舌质紫暗，有瘀点，苔薄，脉弦涩。心电

证论•吐血》：“气为血帅，血随之而运行。血为气之守，气得

图示：II、III、avF、ST 段下移 1.5mm，T 波低平 LBBB。诊

”所以，调气勿忘活血，气滞者当行，
之而静谧，气结则血凝[2]。

断为胸痹，证属气滞血瘀，治以理气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处

气滞血瘀是导致心系疾病发作的重要原因，薛师倡导的“理气

方：柴胡 15g，白芍 30g，枳壳 12g，蒲黄 9g（包煎）
，灵脂 9g，

活血法”在治疗和调理此病方面收效甚好，但我们中医讲究一

丹参 18g，川穹 10g，酸枣仁 30g。7 剂，水煎服，1 剂/d，早

个“活”字，依法而不拘泥，据方而贵变通，临床当四诊合参，

晚 2 次分服。二诊：患者诉服上方 7 剂后胸闷胸痛较前明显减

辨证施治，不可拘于一法。

轻，仍觉心胸烦躁，纳眠一般，二便调。上方加山栀 15g，郁
金 12g，炒白术 15g，继服 7 剂。再诊患者无明显不适，复查

参考文献：

心电图示：II、III、avF、ST 段下移小于 1mm。上方去酸枣仁，

[1]明•龚延贤撰,兆麟主校.寿世保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6

取 4 剂炼蜜成丸，9g/次，3 次/d，以资巩固。并嘱患者避寒温，

[2]清•唐荣川.血证论[M].北京:民卫生出版社,2005.5

适劳逸，畅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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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娟（1987-），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医心血

《素问•六微旨大论》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薛师

管的临床研究。
薛一涛（1962-），男，通讯作者，山东莱州人，主任医师，主要从事

认为：气的升降聚散是人体生命的基础，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
平衡，一旦全身气机逆乱，气血循环受阻，疾病就会发生，心

中医心血管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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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疾病也不外如此。又心为十二官之主，主血脉，心脏的搏动

中西医结合治疗混合痔的 248 例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248 cases of mixed hemorrhoid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董陈诚 钟 漓 田小林 庞凌坤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广西
＋

中图分类号：R657.1 8

桂林，541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097-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混合痔的临床效果，完善混合痔的治疗方法。方法：随机选取 2011 年 3 月～2012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248 例混合痔患者，患者采用手术治疗结合中药内服外洗的方法进行治疗。结果：治愈 213 例，好转 35 例，有效
率 100%。结论：混合痔患者术后采用中医疗法可以提高该病的治愈率并减轻术后并发症、减轻患者疼痛、缩短患者恢复时间，
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混合痔的方法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关键词】 混合痔；中西医结合；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mixed hemorrhoids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mixed hemorrhoids. Methods: From March 2011 to February 2012, 248 cases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y were treate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Results: 213 cases were cured, 35 cases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was 100%. Conclusion:
TCM was used for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mixed hemorrhoids, can improve the cure rate of the disease 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reduce pain, shorten the recovery time of patient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Mixed hemorrhoids; Integrative medicine;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5
混合痔是一种在人群中发病率极高的疾病。多由于饮食、

该病因发病位置特殊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便，同时该

排便习惯和年龄引起。该病病理表现为齿状线上、下同一方位

病术后出现的水肿、发炎、便秘也大大了该病的后期康复。中

的直肠上、下静脉丛同时扩张并相互吻合连通形成的柔软静脉

医中讲该病分为湿热下注型、阳虚便秘型、中气下陷型、气滞

团，并以便血、痔块脱出、疼痛、瘙痒、黏液外溢为主要临床

血瘀型等。为了提高该病的治疗效果，我们随机选取 2011 年 3

表现[1]。该病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中老年妇女为高发人群。

月～2012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248 例混合痔患者，患者采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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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治疗结合中药内服外洗的方法进行治疗，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疗
效，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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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治愈：患者主要临床症状消失，痔核消失，创面愈合良好；
好转：临床症状未完全消失，痔核变小并于便后脱出，但能自
行还纳，创面基本愈合；无效：患者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变并
伴有红、肿、热痛、瘙痒。

1.1 一般资料
248 例患者中。其中男性 101 例，女 147 例；年龄 24～62

2

岁，所有患者符合《中医肛肠诊断标准》中的诊断标准。病程

结

果

采用中西医治疗后治愈 213 例，好转 35 例，有效率 100%。

3～15 年，平均 7.3 年。其中，单纯性混合痔 85 例，环状痔 66

创面愈合时间 7～15d。平均 10.3d，同时所有 213 例患者中痔

例，多发性混合痔 73 例，复杂性混合痔 24 例；合并便血 38

核全部脱落或消失、手术部位无红、肿、热痛、瘙痒，35 例患

例，便秘 56 例，肛裂 3l 例。

者痔核缩小、11 例患者手术部位伴有轻微红、肿、热痛、瘙痒。

1.2 诊断标准

1 年后随访，所有患者无一例复发，213 例治愈患者肛门功能

①便血、痔块脱出、疼痛、瘙痒、黏液外溢为其典型症状；
②齿状线上、下同一方位的直肠有柔软静脉团；③痔核总数 4
个以上。
1.3 方法

正常，35 例好转患者在继续内服、外洗中药后肛门功能基本正
常、没有症状加重的表现、痔核没有变大。
3

讨

论

248 例患者进行常规手术治疗即外痔切除、内痔结扎，术

混合痔是一种在人群中发病率极高的疾病[2]。人们常说“十

后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进行辨证分型而采用相应的中医药治

人九痔”，由此可见此病是常见的多发病和常见病。该病的病

疗，包括服用中药、中药外洗。

因主要为长期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不正确的排便习惯及年老

手术治疗：患者进行常规检查后，在手术前晚和当天清晨

体虚等原因造成。在以往以西医手术治疗为主的治疗中患者在

进行清洁灌肠，排尽大便。患者取膀胱结石位，进行肛门常规

术后常会出现肛缘水肿即从而出现手术部位红、肿、热、痛、

消毒铺巾后普鲁卡因局麻后单发的混合痔依传统混合痔手术

瘙痒甚至肛周脓液，是混合痔术后常见的并发症。这也是影响

方法，环状混合痔手术应当是分段结扎切除或分期手术。在外

混合痔疗效的重要原因。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发现在术后常规消

痔正中作放射状切口，后钝性分离至齿线上 0.2～0.5cm，切除

炎抗感染的同时结合中医内服、外洗的方法可以有效的减少混

两侧皮瓣，修剪皮缘，使之成梭形或放射状伤口。后直接结扎

合痔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提高治疗疗效，促进创面愈合[3]。我

内痔。其他痔核采取相同的方法处理。内外痔处理完毕后进行

们认为混合痔患者术后采用中医疗法可以提高该病的治愈率

敷料包扎固定。

并减轻术后并发症、减轻患者疼痛、缩短患者恢复时间，中西

1.4 术后治疗

医结合疗法治疗混合痔的方法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1.4.1 患者术后以主要以半流质饮食为主；进行常规的止血、

参考文献：

抗感染治疗。
1.4.2 患者中症属湿热下注型采用凉血地黄汤为主方进行治

[1]胡洪铨,潘永梅.混合痔术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J].中国现代医生,2007,

疗；阴虚肠澡型采用麻子仁丸加减治疗；中气下陷型采用补中

45(12):70

益气、升阳举陷为治法，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气滞血瘀

[2]周德富.中西医结合治疗 204 例混合痔的临床体会[J].中国医药导报,2010,

型采用宜采用行气活血、逐瘀通便的方剂如桃核承气汤。

07(31):76-77

1.4.3 中药外洗 2 次/d，药用大黄 20g，黄芩 15g，黄连 10g，

[3]徐涛.中西医结合治疗混合痔的疗效分析[J].中医临床研究,2011(18):120

栀子 10g，苦参 20g，地肤子 30g，蒲公英 15g。上药加入 1000ml

作者简介：

水大火煮沸后 15min，滤渣将药液倒入消毒后的盆中，药液室
温中晾温，患者坐浴 0.5h。
1.5 疗效标准

钟漓，男，通讯作者，外科学硕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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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肾病综合征的临床主要表现，当属中医“水肿”范畴。
中医病机为脾不制水，湿困脾土，脾胃升降失司，分清泌浊无

参考文献：

权，水湿内生，形成水肿。脾的生理功能为主运化精微，运化水

[1]陈灏珠主编.实用内科学[M].10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1814-1815

液，为水之堤防，脾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故治宜从中焦入

[2]严曙.调理脾胃法治疗肾病综合征的体会[J].河北中医,1997,19(2):25-26

手，健脾和胃，利水消肿，调理脾胃，有利于运化水湿，而渗湿
利水又可使脾土不被湿困，恢复其健运功能。激素治疗肾病综合
征副反应率高，疗程长，中医理论认为久病必虚，治亦需以补虚
健脾着手。总之，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综合征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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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氰绿试验联合 CTP 分级对肝硬化患者肝储备功能
评估的研究
Research of cirrhosis of the liver in patients with hepatic functional reserve
assessment by ICG test combine with CTP classification
张锦峰 1 梁瑞敏 2 仪文静 3 郭 佳 1 郭 静 1 高景华 1
（1.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太原，030012；2.山西省中医院，山西 太原，030012；3.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生，山西
太原，030012）
中图分类号：R657.3+ 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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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BD

【摘 要】 探寻吲哚氰绿（ICG）试验与 CTP 分级两者之间在评价肝脏储备功能方面的相关性，尝试提出与肝硬化诊断相
关的指标数据并建立数学模型。方法：利用脉冲式色素浓度图像分析仪（DDG）分别对 30 例健康志愿者及 196 例肝硬化患者行
ICG 排泄试验，测定 ICG 血浆清除率（K）
、15min 滞留率（R15）和肝脏有效血流量（EHBF）
；并测定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凝血、腹部 B 超或 CT、MRI 检查，两名主治医师进行 CTP 评分分级。比较肝硬化患者的 K、R15、EHBF 与 CTP 分级及分值之
间的关系，分析得出与肝硬化诊断相关度最高的指标数据并建模。结果：正常人 K：
（0.227±0.046）/min、R15：
（4.10±2.48）%、
EHBF：
（1.353±0.461）L/min；与 CTP 分级属 A 级的肝硬化患者相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随着 CTP 分值的升高，ICG
，C 级与 B 级比较，
试验指标中 K、EHBF 逐步降低，R15 逐渐升高；B 级、C 级与 A 级比较，各指标之间均有显著差异（P<0.05）
（5.043－0.729RBC＋2.057EHBF－33.558K）

R15 有统计学意义（P<0.05）
。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为：P=1⁄{1＋e－

}，该数学模型对肝硬化诊断

的准确度为 75.5%。结论：ICG 试验联合 CTP 分级可以较为准确的评估肝硬化患者的病情，建立的数学模型对肝硬化的诊断有一
定意义，其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肝硬化；吲哚氰绿试验；CTP 分级；肝储备功能
【Abstract】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CG test and CTP classification to evaluate liver reserve
function. And then try to provide index data related to cirrhosis diagnosis and set up mathematical molding. Methods: 30 healthy
volunteers and 196 cirrhosis patients are elected to join ICG test and determine ICG plasma clearance, 15min retention rate and
effective hepatic blood flow by DDG. Moreover, blood routine, liver function, renal function, coagulation, B-type ultrasonic or CT
and MRI are to be inspected. All the patients are to be classified by 2 do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 value, 15min retention
rate, EHBF of cirrhosis and CTP classification should be analyzed, then provide some factors closely related to cirrhosis diagnosis,
set up moldings accordingly. Results: It’s significant to compare cirrhosis belongs to A grade of CTP classification with K: (0.227±
0.046)/min, R15:(4.10±2.48)%, EHBF: (1.353±0.461) L/min of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the rise of CTP, K value and EHBF in
ICG test are lower gradually, and R15 is higher. What’s more, ther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 grade and C grade among every
index compared with A. Whereas, R15 has statistic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B and C. Regression equation can be obtained by
（5.043－0.729RBC＋2.057EHBF－33.558K）

}. The accuracy of this mathematical molding can reach to 75.5%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that P=1⁄{1＋e－

cirrhosis diagnosis. Conclusion: ICG test and CTP classification can estimate cirrhosis patient’s condition accurately. There’s significance
to cirrhosis diagnosis to build up mathematical moldings and its value remains to be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Liver cirrhosis; ICG test; CTP classification; Liver reserve fun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6
本文 ICG 排泄试验及 CTP 评分系统联合，为肝硬化患者

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进行性、弥漫性肝病，肝硬化
时，肝功能容量缩减，残存肝细胞功能不全，肝储备功能减退，
难以应对机体代谢、免疫、解毒等功能的需求和肝脏自身组织
修复和再生的需要。ICG 排泄试验是一种动态检验肝脏储备功
能的方法，目前认为此试验的结果可以作为诊断早期肝硬化的
[1]

敏感指标 。CTP 分级简单、实用，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
[2-3]

客观评价肝硬化患者治疗及预后的评分系统
肝硬化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评估。

，被广泛应用于

病情进行科学评估，有利于早期诊断从而指导临床实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病例均来自 2011 年 1 月～2012 年 6 月山西省中医院肝病
科就诊的肝硬化患者，共 196 例，男性 126 例，女性 70 例，
平均年龄 50.6 岁。其中：乙型 118 例，丙型 13 例，酒精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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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例，自身免疫性 27 例，先天性的 3 例，原因不明的 25 例。全

将感受器探头连接于患者鼻翼处，
自肘中静脉处 5s 内注入 ICG

部病例符合 2010 年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肝硬化诊断标准。CTP

溶液，启动检测程序。6min 后，检测完成。分析仪自动显示 K

分级：A 级 96 例，B 级 63 例，C 级 37 例。30 例健康志愿者

值、R15 和 EHBF。

的 ICG 排泄试验数据，作为对照。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1.1.2 肝储备功能分析仪购于深圳市瑞霖器械有限公司，型号：
DDG-3300K，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制造。ICG 试剂由丹东医

（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定量资料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创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剂量：25mg/安瓿，以 5ml 无菌注射用

Logistic 回归，多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水稀释 25mg，配成浓度为 5mg/ml 的 ICG 溶液。

2

1.2 研究方法

结

果

2.1 CTP 分级与 ICG 结果比较

1.2.1 检测指标及 CTP 评分：所有入组患者在入组当天晨起空

与正常人比较，
CTP A 级的患者 K 值降低，
R15 升高、
EHBF

腹进行以下实验室检查项目：血常规（WBC、RBC、HGB、
PLT）
、肝功能（ALT、AST、ALB、GLO、ALP、GGT、TB、

下降，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经 Pearson 相关分析得出

DB）、血肾功能（BUN、Cr）、血凝检查（PT）；腹部 B 超或

肝硬化患者 ICG 试验 K、R15、EHBF 与 CTP 的相关系数分别

CT、MRI 检查及时作好记录。CTP 分级在两名主治医师的评

为-0.586、0.605、-0.480，有统计学意义（P<0.01），有统计学

定下完成。

意义。即随着 CTP 分级的升高，ICG 试验指标中 K 值及 EHBF

1.2.2 吲哚氰绿排泄试验：要求：患者空腹仰卧检测。步骤：

逐步降低，R15 逐渐升高。B 级、C 级与 A 级比较，各指标之

开启肝储备功能分析仪，依次输入患者血红蛋白值（Hb，g/dl）
、

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C 级与 B 级比较，R15 有统计

ICG 注入量（按 0.5mg/kg 体重计算）
、
身体重量（kg）、
身高
（cm）。

学意义（P<0.05）
。结果见表 1。

表 1 CTP 分级与 ICG 测定值结果比较
ICG 试验

CTP 分级

病例数（人）

A级

96

0.162±0.072

B级

63

0.084±0.040

*

C级

37

0.073±0.054*

43.361±17.793*△

0.405±0.326*

正常人

30

0.227±0.046*

4.10±2.48*

1.353±0.461*

K（/min）

R15（%）

EHBF（L/min）

14.767±13.69
33.553±16.280

0.893±0.545
*

0.488±0.274*

注：与 A 级比较*P<0.05，C 级与 B 级的比较△P<0.05。

无差异（P＝0.08）
，B 级中 9 分与 7 分、8 分比较 K、R15 有

2.2 ICG 试验结果比较与 CTP 各级评分比较
A 级患者中 5 分与 6 分比较 K、R15、EHBF 有统计意义

意义（P＝0.007、0.004；0.014、0.01），C 级中各分值之间比

（P＝0.000、0.017、0.006）
，B 级中 7 分与 A 级 6 分比 K、R15

较 ICG 三项结果均无统计意义，C 级各分值与 B 级 9 分之间比

结果有差异（P＝0.014、0.007），EHBF 有降低趋势，但比较

较均无意义（P>0.05）
。

表 2 各级分值与 ICG 试验结果比较
CTP 分级

评分
5分

70

0.176±0.075

12.79±14.29

0.989±0.579

A级

6分

26

0.120±0.041*

19.56±10.67*

0.667±0.376*

7分

27

0.094±0.043△

28.65±15.22△

0.533±0.303,

8分

23

0.087±0.036

30.73±14.70

0.493±0.214

B级

C级

*

K（/min）

病例数

R15（%）

▽

EHBF（L/min）

▽

9分

13

0.060±0.028

10 分

17

0.059±0.024

43.43±16.01

0.308±0.168

11 分

13

0.075±0.046

39.5±18.70

0.413±0.279

12 分

5

0.073±0.063

41.18±22.15

0.461±0.395

13 分

2

0.057±0.016

42.85±10.39

0.305±0.016

43.88±17.09

0.384±0.297

▽

注：5 分与 6 分比较 P<0.05，7 分与 6 分比较△P<0.05，B 级中各分值比较 P<0.05，因 14 分 1 人，未列出。

2.3 K 值与 R15 正常参考值分组下肝硬化患者 CTP 分级情况

的 患 者作 为 1 组 ；0.168≤ K≤ 0.206 的 患者 作 为 2 组 ；

2.3.1 根据 K 值正常参考范围（0.168－0.206）分组：K<0.168

K>0.206 的患者作为 3 组。从表 3 可见：1 组 CTP 分级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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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C 级为主，但亦有部分为 A 级患者；2 组、3 组以 A 级

表 4 R15 分组后 CTP 分级比较 [x2，n（%）]

为主，B 级、C 级较少。统计分析示：1 组与 2 组、3 组比较

分组

例数

CTPA 级

CTPB 级

CTPC 级

有 统 计 意 义 （ P<0.01 ）； 2 组 与 3 组 比 较 无 统 计 意 义

<10%

56（28.6）

49（51.0）

5（7.9）

2（5.4）

≥10%

140（71.4）

47（49.0）

58（92.1）

35（94.6）

合计

196（100）

96（100）

63（100）

37（100）

（P=0.446）。
表 3 K 值分组后与 CTP 分级比较 [x2，n（%）]
分组

例数

CTP A 级

CTP B 级

CTP C 级

1组

148（75.5）

54（56.3）

59（93.7）

35（94.6）

2组

19（9.7）

15（15.6）

3（4.8）

1（2.7）

分级中所涉及的所有指标（K、R15、R10、R5、EHBF、ALT、

3组

29（14.8）

27（28.1）

1（1.6）

1（2.7）

AST、ALP、GGT、ALB、GLO、TB、DB、WBC、RBC、HGB、

合计

196（100）

96（100）

63（100）

37（100）

2.3.2 根据 R15 正常参考范围（<10%）分组：<10%组中 A 级
患者占多数，B 级、C 级患者较少；≥10%组中以 B 级、C 级

2.4 实验室指标与肝硬化相关性的研究
运用 ROC 曲线下面积分析法，统计 ICG 排泄试验与 CTP

PLT、BUN、CR、PT）与肝硬化的相关性，其中 K、EHBF、
RBC 与肝硬化诊断相关性最高。（ROC 面积分别为：0.823、
0.754、0.721）
。
2.5 尝试建立肝硬化诊断数学模型

为主，A 级患者占一定比例。两组比较：F=52.011，差异有显
著性（P<0.01）
。
表 5 纳入模型参数及其检验结果
B

S.E.

Wald

df

Sig.

Exp（B）

RBC

－0.729

0.304

5.731

1

0.017

0.483

EHBF

2.057

1.119

3.382

1

0.066

7.824

K

－33.558

8.135

17.018

1

0.000

0.000

Constant

5.043

1.239

16.552

1

0.000

154.866

表 5 所示：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与肝硬化相关性最高的

量，包括一个范围（0～1）
，P 值越趋近 1，对肝硬化的诊断、

（5.043－0.729RBC＋2.057EHBF－

三个指标构建成的回归方程为 P=1⁄{1＋e－

判断病情越有意义。反映肝纤维化程度比肝活检病理分期更具

33.558K）

}。经 Logistic 回归检验此方程的准确度为 75.5%。说明其

体，更适合判断肝纤维化的预后；本模型主要通过 ICG 试验联

诊断肝硬化的准确率为 75.5%。此方程可以作为一个简单易行的

合血液常规化验，由公式计算综合得分，评价肝纤维化、肝硬

肝硬化诊断数学模型使用。

化，诊断效率明显优于其他化验指标，方便、经济、无创，利

3

讨

论

肝储备功能是指所有肝实质细胞功能的总和，是肝脏应对

于临床开展，其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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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心理护理在产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obstetrics nursing work
莫彦华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中医院，甘肃 成县，742500）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102-02

【摘 要】 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在产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我院产科自 2009 年 5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收诊的 318
例的孕妇为研究对象，所有孕妇在入院治疗期间均给予心理护理，回顾性分析其临床心理护理资料并进行总结性报道。结果：所有
孕妇均顺利分娩，未出现死胎；自然分娩 206 例，剖宫产 112 例，剖宫产率为 35.22%；平均总产程为（8.73±2.44）h，平均出血量
为（214.58±13.72）ml；胎儿中有 1 例出现兔唇，1 例出现黄疸，1 例六指，其余未出现畸形或者产后疾病。结论：在产科护理中给
予孕妇及时合理的产前、产程中和产后心理护理有助于减轻孕妇分娩痛苦，促进孕妇和胎儿健康，建议在临床中大力推广使用。
【关键词】 心理护理；产科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obstetric nursing work. Methods: Select obstetric
hospital from May 2009 to October 2012, doctors received 318 cases of pregnant women for the study, all pregnant women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nursing during hospital treatment,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formation and summary reports.
Results: All pregnant women were successfully childbirth, stillbirth does not appear, natural childbirth 206 cases, cesarean section 112
cases, cesarean section rate was 35.22%, average total production process (8.73±2.44) h, the average blood loss was (214.58±13.72) ml.
Fetus in one case of cleft lip, one case of jaundice, one case with six fingers. The rest does not appear malformations or post-natal disease.
Conclusion: Timely prenatal and birth process and postpartum psychological nursing given to pregnant women in obstetric nursing, can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of pregnant women, promote the health of pregnant women and fetuses, recommended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use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Psychological nursing; Obstetric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7
心理护理是指在护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和

及血、尿 RT 和肝、肾功检查等孕妇常规护理措施，在此基础

方法来积极地影响患者的身心状态，帮助患者获得最合适的身

上另外进行心理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心状态以达到尽快和更好恢复疾病的目的[1]。随着现代医学技

2.1 产前心理护理

术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改变，心理护理的重要意义逐渐受到临

护理人员接诊孕妇的时候态度要热情，并向孕妇及其家属

床重视，并获得普遍认同并广泛的应用于患者的临床护理实践

详细介绍主治医师、助产士、住院环境等，消除孕妇的紧张心

中。妊娠过程非常复杂，在这个时期中孕妇的各项机体功能均

理和陌生感；在精神上鼓励孕妇，减轻心理压力，让其保持平

发生变化，更会出现恐慌、烦躁等心理变化，其心理状况会直

常的心态对对待妊娠过程，对顺利分娩保持信心；多给孕妇讲

接影响是否会顺利分娩、胎儿的健康以及孕妇产后的恢复[2]。

解妊娠过程中应了解的保健知识和应对身体生理变化的注意

我院产科对自 2009 年 5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收诊的孕妇均给

事项，减少因身体变化带来的恐慌感；向孕妇讲解分娩时和产

予了产前、产程中和产后的心理护理，达到了减轻孕妇分娩痛

后的基础知识，让孕妇提前了解分娩知识，以平和的心态面对

苦，促进产妇和胎儿健康的效果。现将具体过程报道如下，以

分娩过程。

期为今后临床上产科的心理护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2.2 产程中心理护理

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产科自 2009 年 5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收诊的

318 例孕妇为研究对象，年龄在 23～3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6.01±4.28）岁；孕次在 0～2 次之间，平均孕次为（0.53
±0.07）次；孕周在 5 个月～10 个月之间，平均孕周为（8.45
±2.38）周；经检查胎儿情况一般情况良好，孕妇均无其他系
统疾病及妊娠并发症。
2

孕妇分娩时会产生剧烈的阵痛，大多会出现恐惧和焦虑的
情绪，甚至出现大声喊叫或失声痛哭。护理人员应及时注意产
妇的情绪变化，多轻轻抚摸其脸庞和额头，或者握住产妇的手，
以缓解紧张恐惧心理，给予其信心；主动给产妇擦汗、喂水，
多与产妇交流感受，激励其自身的母爱潜力，树立顺利分娩的
信心；指导产妇用力的技巧，提醒和鼓励产妇在两次宫缩间尽
量放松休息保存体力；随时告知准产程进展情况，及时赞扬鼓
励产妇，增强其信心；充分发挥产妇家属的作用，鼓励丈夫参

护理措施
所有孕妇在自来我科就诊后均进行定期彩超、心电图检查

与分娩，让产妇有安全感和信心。
2.3 产后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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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告知产妇胎儿已经顺利出生的消息，让其安心。如果

和健康状况[3-4]。因此对产妇的心理护理是十分重要的。护理人

婴儿出现先天性疾病或者出生后有并发疾病，及时安慰产妇情

员是孕妇护理工作中最活跃的因素，应该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精

绪，避免演变成产后抑郁症，帮助其详细了解相关疾病知识和

湛的医学护理知识，解除产妇在妊娠和分娩期间出现的各种消

治疗方法，树立产妇帮助孩子治疗疾病的信心；指导产妇做好

极情绪，获得产妇及其家属的认可，提高产科护理的质量，减

新生儿的护理工作，如母乳喂养技巧，大小二便的护理等；出

少医患纠纷。本文通过临床研究，发现在产科护理中给予孕妇

现产后切口疼痛或者宫缩疼痛的产妇，护理人员应悉心耐心的

及时合理的产前、产程中和产后心理护理有助于减轻孕妇分娩

安慰，多给予鼓励和开导；产后容易出现短暂的内分泌代谢紊

痛苦，促进孕妇和胎儿健康，建议在临床中大力推广使用。

乱，此时产妇食欲不振、睡眠不好、情绪低落，护理人员应密
切注意其情绪变化，多与产妇交流，避免演变成产后抑郁症。
3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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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内界膜剥除术联合中药治疗特发性黄斑前膜
伴黄斑水肿患者的临床研究和护理
Clinical research and nursing of TCM combined with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peeling surgery in treating IMEM untied macular edema
凌娅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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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视网膜内界膜剥除术联合中药治疗特发性黄斑前膜伴黄斑水肿的疗效及其临床特点。方法：观察和护理
28 例（30 只眼）特发性黄斑前膜伴黄斑水肿患者，其中 14 例（15 只眼）作为观察组，14 例（15 只眼）作为对照组，观察两组疗效。
结果：两组比较，术后 4 周、术后 8 周时视力均较术前明显提高，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
；观察组术后 4 周时黄斑中心凹
厚度较术前明显减少，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
，对照组与术前比较有减少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之间比较，
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术后 8 周时，两组患者黄斑中心凹厚度较术前均明显减少，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
，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视网膜内界膜剥除联合中药治疗优于单纯视网膜内界膜剥除治疗。
【关键词】 特发性黄斑前膜；黄斑水肿；视网膜内界膜剥除术；参苓白术散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efficacy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TCM combined with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peeling
surgery for treating IMEM untied macular edema. Methods: 28 cases (30 eyes) of IMEM untied macular ede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ed group of 14 cases (15 eyes) and control group of 14 patients (15 eyes), comparing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visual acuity in two groups compared with pre-surgery after 4 weeks , 8 weeks surgery. Foveal
thickness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P<0.01) than pre-surgery after 4 weeks surgery. But not di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in the two groups. 8 weeks after surgery, the two groups with macular thickness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1) compared with pre-surgery,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CM combined with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peeling surgery treatment was better than purely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peeling treatment.
【Keywords】 IMEM; Macular edema;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peeling surgery; Shenling Baizhu powd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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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特发性黄斑前膜（Idiopathic Macular Epiretinal Membranes,

描仪于术前、术后 4 周、术后 8 周测量患眼黄斑中心凹神经上

IMEM）是指一类无明确原因的，发生于眼底后极部黄斑区或

皮层厚度。

黄斑附近的，慢性进行性视网膜前纤维增生形成的视网膜前

1.3 方法

膜[1]。IMEM 对视功能的影响从无症状到视功能严重受损可有

1.3.1 干预方法

多种表现形式，一般病程进展缓慢，多因黄斑区小血管渗漏导

对照组：采取标准的经睫状体平坦部的三通道玻璃体切除

致黄斑水肿，黄斑中心凹受前膜牵引变形移位及致密的黄斑前

黄斑前膜剥离内界膜剥离惰性气体（C3F8）填充术，术后俯卧

膜遮盖中心凹直接损害中心视力，使视功能受到严重损害。我

面向下体位 1 周，常规局部抗炎、防感染治疗，同时做好视网

院从 2006 年初开始对一组 IMEM 伴黄斑水肿患者采用视网膜

膜内界膜剥除术前后的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术后第 1d 开始，给予参

内界膜剥除术联合中药参苓白术散加味与单纯视网膜内界膜剥
除术治疗进行了对照研究和护理，现报告如下。
1

苓白术散加味方。方药组成：党参 15g，茯苓 10g，白术 10g，
莲子 10g，薏苡仁 15g，砂仁 10g，白扁豆 10g，桔梗 10g，淮

资料与方法

山药 10g，甘草 5g。加味法：湿重纳呆加陈皮 10g，有热象加

1.1 一般资料

黄连 5g，气虚加黄芪 10g，气滞加柴胡 10g，肾精亏虚加女贞

所有病例均为我院 2006 年 1 月～2011 年 10 月收治，共
28 例，30 只眼。男 13 例，女 15 例，年龄 47～69 岁。将患者

子、桑寄生各 10g，肾阳亏虚加熟附子、肉桂各 5g。1 剂/d，
水煎分 2 次温服。

随机分为观察组 14 例和对照组 14 例。其中观察组 15 只眼，

4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同样做好视网膜内界膜

男 7 例，7 只眼，女 7 例，8 只眼；年龄 47～69 岁，平均年龄

剥除术及口服中药的护理。

（61.20±7.44）岁；视力 0.04～0.3，平均视力（0.16±0.10）
；

1.3.2 统计学方法

对照组 15 只眼，男 6 例，7 只眼，女 8 例，8 只眼；年龄 50～

采用 SPSS15.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统计方法采用 t

68 岁，平均年龄（62.13±6.41）岁；视力 0.06～0.4，平均视

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各项检测结果均以（均数±标准差）

力（0.17±0.10）
。两组患者在发病年龄、性别、视力等方面比

表示。

，具有可比性。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1.2 病例诊断纳入标准及疗效观察
1.2.1 诊断及纳入标准

结

果

2.1 干预结果

术前经检眼镜、三面镜检查发现黄斑部皱褶样膜状物增

两组患者术后 4 周、术后 8 周时视力均较术前明显提高，

生，呈水绸样反光，无视网膜动静脉阻塞、葡萄膜炎、玻璃体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
；术后 4 周时观察组黄斑中心凹

切割术等继发因素；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见黄斑前

厚度较术前明显减少，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对照组

膜生长并伴黄斑水肿；排除器质性心脏病不宜俯卧患者；控制

黄斑中心凹厚度与术前比较有减少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

不良的糖尿病、高血压病患者；出血性疾病或血液病患者；合

（P>0.05），两组相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

并严重白内障、青光眼等眼部疾患患者。

义（P<0.05）
；术后 8 周时，两组患者黄斑中心凹厚度较术前

1.2.2 疗效观察指标与方法

均明显减少，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两组间比较无统

①视力检查：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于术前、术后 4 周、
术后 8 周检查患眼视力，以最佳矫正视力为准；②视网膜黄斑

计学意义（P>0.05）
。
2.2 两组治疗后视力改善程度与黄斑中心凹厚度比较

中心凹厚度：使用美国 RTVUE 公司 L100-2 型光学相干断层扫

见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视力及黄斑中心凹厚度比较（ x ± s ）

表1

组别
观察组
（n=15）
对照组
（n=15）

视力

黄斑中心凹厚度（um）

术前 1 d

0.16±0.10

388.20±37.49

术后 4 周

0.43±0.13*

338.53±21.13*

术后 8 周

0.47±0.11

△

*

265.53±29.90

*

术前 1 d

0.17±0.10

382.06±37.79

术后 4 周

0.38±0.11*

364.60±17.54

术后 8 周

0.55±0.06*

281.73±44.06*

注：与同组术前 1d 比较，*P<0.01；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P<0.05。
△

3

护

理

3.1 心理护理
向患者详细说明视网膜内界膜剥除术联合中药治疗的目
的、意义。因为患者术后要求面朝下俯卧位，时间不少于 16h/d，
并需保持 1 周左右，以促进眼部疾病的康复。长时间俯卧会给
病人带来体力和精力上的消耗，病人会出现头晕、颜面水肿，

甚至心慌、胸闷等不适，因此，要向患者告知术前、术中及术
后的注意事项和手术后体位的重要性，以消除患者的疑虑及紧
张，使其以最佳的心态配合治疗。通过心理护理本组患者均能
积极配合治疗。
3.2 体位护理
术毕回病房后协助患者卧于自制多功能头位床。病人可以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9 期

-105-

根据自己的需要保持面朝下自行变换俯卧位或坐位。使身体各

形。内界膜是视网膜内表面的一层 1～2mm 厚的无结构的均

部分处于正常功能位置和保持舒适姿势。①俯卧位：床的椭圆

质膜，在病理情况下，内界膜可以成为色素细胞纤维细胞增

形孔与床底空气流通，患者俯卧时脸部悬于椭圆孔时，额部及

殖的支架，从而参与一些影响玻璃体黄斑界面疾病的病理生

下颌部正好与高弹海绵垫接触，增加受力面积，支撑稳固，头

理过程。剥除内界膜有利于松解视网膜皱褶，清除紧密附着

部得到很好的固定，额颊下颌受力均匀，不会产生额部受压疼

于黄斑视网膜表面的炎性物质及术中可能未能剥净的玻璃体

痛；因架空面部患者呼吸顺畅，无窒息感，患者夜晚及白天均

及前膜组织，改善黄斑部代谢，因而在理论上对特发性黄斑

能俯卧于床上入睡。②坐位：当患者想变换坐位时，可以按电

前膜的治疗具有积极作用[3]。黄斑水肿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动控制盒的调节开关，慢慢升高床的生活平台，人坐于床上。

可以是多种眼底疾病在黄斑区的表现。黄斑前膜就是引起黄

由于患者四肢可以自由活动，有利于呼吸运动和心脏活动，促

斑水肿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4] 。黄斑前膜造成的黄斑水肿，虽

进了血液循环，减少了四肢麻木及对心血管的潜在性损害，同

然可以通过手术解除前膜对黄斑区小血管的牵拉，去除黄斑

时可以使经常负重的部位有间断的休息。

水肿的病因，但如何尽早促进术后黄斑区水肿的消退，恢复

3.3 术后疼痛护理

视功能仍是个难题及研究热点。

术后疼痛与高眼压引起眼痛、头痛及长时间被动体位有

中医学中并无“黄斑水肿”的病名，但对其临床症状的描

关。由于注入玻璃体腔的气体膨胀将晶状体推移向前造成瞳孔

述可散见于历代文献。如“视直物如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

阻滞或整个虹膜晶状体前移，引起前房变浅，房角阻塞而导致

之皆如钩”
（
《证治准绳》
）、
“视大反小”
（
《眼科金镜》
）、
“视正

高眼压。而气体膨胀引起眼压升高所致的眼痛发生于术后 6～

反斜”（《审视瑶函》）等，类似今日所述“黄斑水肿”的临床

[2]

8h，72h 达高峰 ，针对气体膨胀的时间特点，护理人员要密

表现。眼科名家王明芳依据陈达夫先生眼科六经辨证之说，提

切观察术眼疼痛的时间、性质，发现高眼压时应立即报告医生，

倡内窥辨证，黄斑位于视网膜中央而色偏黄，据《素问•金匮

及时采取相应降眼压措施，如：用 0.5%噻吗心胺眼药水滴眼，

真言论》
：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而提出黄斑之病多责之于脾；

口服乙酰唑胺、静脉点滴 20%甘露醇，同时要观察药物的副作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故对黄斑水

用，并及时处理。术后为防止玻璃体积血，应严格限制眼球运

肿的治疗当以健脾利湿为要。本研究选用参苓白术散为基础

动（尤其是术中有出血者）
，安静卧床，促进视网膜复位。

方，以四君平补脾胃之气，配以扁豆、苡仁、山药之甘淡，莲

3.4 口服中医的护理

子之甘涩，辅助白术健脾利湿，砂仁芳香醒脾，佐四君中州运

告知病人药物的名称、作用、副作用，用药的时间、方法，

化；桔梗载药上行，气机贯通，共奏健脾利湿之功效。实验结

让病人明白治疗用药的情况。中药饭后温服，在服药期间，应

果表明特发性黄斑前膜伴黄斑水肿患者术后服用参苓白术散

忌食生冷、油腻等不易消化及辛辣与刺激性食物，因为方剂中

可促进黄斑水肿吸收，缩短病程，促进患者视功能恢复，从而

有白术，固忌大蒜、桃、李等，以免影响药物的吸收与疗效。

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建议进食一些既能去湿又能加强脾胃功能的食物如：玉米、水

护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提高病人的遵医行为，因为视网

芹、冬瓜等。对文化层次较低的病人重点指导，强调用药的重

膜内界膜剥除术术后采取的体位是否正确关系到整个手术的

要性，可以用图片介绍药物知识等方法，尽量让病人理解，病

成败，此种手术的患者一周内每日需采取长时间的被动体位，

人出院时帮其安排好全天的用药时间，标明用法、剂量，避免

会引起患者的多种不适，往往难以坚持。为此要向患者讲解

中断用药。

此种卧位的目的、必要性及注意事项，使患者能主动配合，

3.5 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指导

告诉患者若体位不当，不但会影响视网膜的复位而且会引起

①由于长时间的被动体位及活动减少，导致胃肠蠕动减

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另外护士还应关心患者，护理时应根据

慢而引起便秘，嘱病人多进食易消化的食物，加强营养，术后

患者的个体差异给予适当的护理和指导，加强情志护理、口

进半流质和高蛋白食物，如：瘦肉、鸡蛋、面条等，多吃蔬菜、

服中药护理，以减少不适的症状，尽量使患者感觉良好，避

水果，保持大便通畅。切记预防由于便秘使用腹压过大导致出

免因体位不当引起并发症的发生，使患者顺利完成治疗，促

血、高眼压、切口愈合不良等其它并发症的发生。②根据病人

使患者早日康复。

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向病人强调复查时间以及继续坚持用药
的重要性。指导病人出院后 l 周内复查，以后 2 周或每月复查
1 次，外地病人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按时到我院复查，也应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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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黄斑前膜是视网膜前的无血管性纤维增生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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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合并体温改变的临床观察与护理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nursing of acut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ombined temperature change
王艳丽 姜 华
（招远市人民医院，山东 招远，265400）
中图分类号：R5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106-02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观察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时合并体温变化的现象，讨论出血与体温变化的关系及对治疗的帮助。方法：对急
性上消化道出血合并体温改变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体温变化发生率 69.5%，主要为发热，均为不规则热，出
血后第 3～5 天体温最高，一般不超过 38.5℃，发热与上消化道出血的原因并无无明显关系，对于体温不超过 38.5℃的患者，可进
行密切观察不进行任何特殊的处理，体温超过 38.5℃的可以给予物理降温；少部分体温反而降至正常值以下，预后往往不佳，应
当积极采取复温措施。结论：如果排除原发病、感染等所致患者发热后，体温的变化对于判断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情况、出血继续
或停止以及转归与预后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体温变化；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henomenon of acut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ombined temperature change,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eeding and changes in body temperature, helping to treatment. Methods: Acut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hemorrhage
temperature change the patient's clinical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incidence of 69.5%, mainly
fever, are all irregular fever, after hemorrhage 3 to 5 days, the highest body temperature, generally not more than 38.5 ℃, fever and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ause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patients body temperature does not exceed 38.5 ℃, can be closely observed
without any special treatment, body temperature above 38.5℃ can give physical cooling; A small part of the body temperature can fall
below normal, the prognosis is often poor, should take active rewarming measures. Conclusion: If you exclude the primary disease,
infection caused by fever, changes in body temperature has the help for determining acut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bleeding to
continue or stop and outcome and prognosis.
【Keywords】 Acut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Temperature changes;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59
上消化道出血是指屈氏韧带以上的消化道，包括食管、胃、
十二指肠、胰、胆等部位的出血，其临床变现为不同程度的
呕血，黑便。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后大多数患者常伴有体温变
化。多数患者出血 24h 内出现发热，一般为低热或中度发热，

不升。
2

临床观察

2.1 体温变化情况

体温不超过 38.5℃，持续 3～5d。可自行消退。我院 2009

以发热为主，多数患者出血后 24h 内出现发热现象。发热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住院的 115 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合

原因可能与失血过多引起循环血量减少、急性周围循环衰竭、

并体温变化者 80 例，现就此现象进行临床观察与护理，结

贫血等导致体温调节中枢的功能障碍等因素有关。如体温持续

果如下。
1

一般资料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住院的 115 例上消化道出血

患者中发热 80 例，男 85 例，女 30 例，年龄 25～74 岁。均
以呕血或（和）黑便入院。出血原因：消化性溃疡 52 例，急
性糜烂出血性胃炎 23 例，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 14 例，胃
癌 8 例，食道癌 7 例，不明原因 11 例。其中，轻度出血 58

不退，需排除其他感染等。本院感染性休克 1 例，体温不升。
2.2 体温变化与病因关系
最终结果显示发热及体温过低是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最常
见的体征之一。发生率较高。与出血程度有关，而且体温变化
死亡率较体温正常者高。体温变化与出血原因无关。
3

治疗与护理

3.1 治疗

例，中度出血 32 例，重度出血 25 例。常规测量体温。体温

上消化道出血病情急，变化快，严重者危及生命，应当

异常标准：体温超过 37.5℃为发热，体温低于 35.5℃为体温

争分夺秒，积极抢救。应卧床休息，取平卧位，抬高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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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观察血压，心率，呼吸，尿量变化及神志改变等生命体
征。均按常规给予 PPI，去甲肾上腺素，凝血酶等。部分患者
给予三腔二囊管压迫止血，必要时输血及电子胃镜下止血。
出血合并发热，若体温轻中度升高，密切观察，不做特殊处
理，体温较高时物理降温。如果体温降后又再次升高则要引

经过上述积极地治疗与护理，伴随着出血和感染被控制，
体温大多恢复正常。死亡 5 例。
4

讨

论

总之，发热及体温过低是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常见的体征之

起注意。

一，发生率较高，与出血程度有关，而且体温变化死亡率较体

3.2 护理

温正常者高。因此观察急性上消化道出血体温变化对出血程

大出血时病人应绝对卧床，大多有恐慌心理，应积极做好

度、出血活动性以及转归与预后的评估有重要意义。急性上消

心理疏导工作，帮助病人建立战胜疾病的自信心。观察呕血、

化道出血大多伴有体温变化，文献报道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发热

黑便的颜色、次数、量、性状估计出血量及程度，准确记录 24h

发生率 65.5%[2]，本组患者体温变化率为 69.5%。发热原因考

出入量。判断出血是否停止。大量呕血伴恶心、呕吐者应禁食。

虑引起发热的原因[5]：消化道出血后，组织蛋白分解、坏死产

少量呕吐者，可进温凉、清淡流食。出血停止后可逐渐改为营

物吸收致发热；出血有效循环血量减少，微循环障碍，外周血

养丰富、易消化无刺激性半流质软食，开始少食多餐，以后该

管收缩使体表散热减少；部分机体体温调定点上移。观察后发

为正常饮食。除以上针对消化道出血进行必要的处理外，对伴

现其多为不规则热，多出现在午后，发热与感染性发热不同，

有发热的病人进行以下护理工作。

头痛、全身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不明显，白细胞可升高，但

3.2.1 及时充足的补充血容量

中性粒细胞比例一般正常。距出血时间不等；随着出血和感染

由于出血已经造成了液体的流失，当伴有发热时则会丧失

的控制，体温多恢复至正常，如果出现再出血时体温又变化，

更多的体液及电解质，为改善微循环，预防和治疗出血性休克，

若出血不止体温可持续异常；出血量大则坏死产物形成的致热

应尽快补充血容量。同时补充液体，积极纠正酸碱平衡失调。

原多、吸收时间长，因此发生率高、热程长、体温高；但是发

输液开始宜快。有体位性低血压或者休克时，应在半小时内输

热与出血原因无明显关系。对其处理：若体温不超过 38.5℃可

入生理盐水或者林格乳酸盐液 500ml。单纯输入晶体液，可很

严密观察，超过 38.5℃时基础代谢率增加，导致机体的能量消

快转移至血管外，宜适量用胶体液，如全血、血浆或者右旋糖

耗及自身蛋白质的分解，并与死亡相关[4]，需有效控制体温，

苷[1]。将病人所需的液体及电解质在规定的时间内输入患者体

可予物理降温，但应注意监测血压以防止热退时大量出汗导致

内非常重要。必要时在中心静脉压指导下，调节输液、输血量

血容量进一步减少而引起血压下降。
体温过低多见于重度出血者，与低血容量激活肾素-血管紧

及输入速度。

张素-醛固酮（RAS）系统，使腹腔内脏强烈收缩，内脏缺血，

3.2.2 饮食护理
消化道出血常规应当禁食，但发热又会使代谢率增加，因

产热减少有关[6]，同时在检查和诊治过程中，躯体暴露、输注

此常易引起营养缺乏。在出血停止 24～48h 后，待患者病情稳

大量的液体亦可使体温降低。低体温可影响各脏器系统，导致

定后可给予少量流质饮食。同时应适当提高葡萄糖浓度，满足

缺氧、代谢性酸中毒、多脏器功能衰竭、凝血异常、心律失常，

热量的需要。

极易导致死亡率增加[6]，本文 20 例体温过低有 5 例死亡，可作

3.2.3 心理护理

为病情预后不佳的标志之一，应积极采取复温措施。并进行饮

患者出血时，一般表现为恐惧，紧张或焦虑。若病程中出

食、心理护理，帮助他们稳定情绪，消除恐惧和焦虑。向患者

现发热更会加重患者这些心理障碍。因此对患者的心理护理非

宣传上消化道出血，发热的发病原因及诱因，积极做好出院指

常重要。适当给予镇静剂，减少病人恐惧感，但应注意肝病所

导。

[3]

致的出血禁用吗啡和巴比妥类药物 。关心、体贴患者，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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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敷（痊愈妥）联合通心络胶囊外用于 II 期以上
压疮的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Ailifu combined with
Tongxinluo capsule in treatment of II and more than II stage pressure s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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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爱立敷（痊愈妥）联合通心络胶囊外用于 II 期以上压疮的疗效。方法：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
我院共收治压疮 II 期以上患者 58 例，75 处压疮，将 58 例压疮病人采用抓阄方法确定分为治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各 28 例，两组均
采用避免局部组织长期受压、避免摩擦力和剪切力的长期作用、保护患者皮肤、促进皮肤血液循环、增进全身营养及健康教育等
常规措施，创面均给予常规清创处理后，治疗组用爱立敷（痊愈妥）加通心络胶囊粉末外敷于压疮发生部位，对照组采用外涂烧
伤软膏后用无菌纱布覆盖。结果：治疗组压疮愈合时间比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
；治疗组压疮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在换药次数、换药时间和治疗费用治疗组也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爱立敷（痊愈妥）粘性敷料加通心络胶囊粉末外敷能够明显
缩短压疮创面愈合时间，减轻病人的痛苦，缩短住院时间，提高病人满意度。
【关键词】 压疮；爱立敷；通心络；伤口愈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Ailifu combined with Tongxinluo capsule in treating II and more than II
stage pressure sores．Methods: Selecting 58 cases having a total of 75 pressure sores i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2.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The two groups all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 avoiding local skin and tissue
preesure, avoiding frictional and shear forces, protecting patients skin, improving skin blood circulation, promoting nutri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After pressure ulcer surface with local debridement and disinfection, the treated group (30 cases) used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Ailifu combined with Tongxinluo capsule treatment, but with MEBO in the control group (28 cas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patients not only shortened the average healing time significantly (P<0.05), achieved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P<0.05), but also more less in times and time of wound dressing and therapeutic cost; Conclusion: Ailifu combined with Tongxinluo
capsule in treating II and more than II stage pressure sores can reduce sores healing time, reduce patients pain, reduc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Keywords】 Pressure sores; Ailifu; Tongxinluo capsule; Wound heal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60
2007NPUAP 给压疮的新定义为[1]：指皮肤或皮下组织由于

生的 12 例；男 28 例、女 30 例；年龄 59～85 岁，平均年龄（69.0

压力，或复合有剪切力或（和）摩擦力作用而发生在骨隆突处的

±15.8）岁。创面类型：II 度压疮 49 处、III 度 22 处、IV 度 4

局限性损伤。是由于身体局部组织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组

处。
创面面积：
其中最大 9.25cm×5.37cm，
最小 1.5cm×2.43cm；

织营养缺乏，致使皮肤失去正常功能，而引起的组织破坏和坏死。

创面部位：骶尾部 50 处，外踝部 12 处，髂嵴部 10 处，足跟

有文献报道，压疮在住院患者中的发生率为 1%～11%，而手术

部 3 处。基础疾病：脑出血脑梗塞 18 例 、心血管系统疾病１

患者则高达 4.7%～66%[2]。压疮一直是基础护理工作中的重中之

４例、糖尿病后痴呆 8 例、恶性肿瘤晚期例 6 例、老年性痴呆

重，是评价护理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护理学领域中的难题。

5 例、脑挫裂伤 4 例、骨折 3 例。生活均不能自理，将纳入的

探讨新的有效的压疮防治方法对于解决这一难题，减轻病人的痛

58 例压疮病人采用抓阄方法确定分为治疗组 30 和对照组各 28

苦，缩短住院时间，提高病人满意度显得尤为重要，我院 2012

例，两组病人压疮分期、压疮面积、病情、年龄伴随的健康问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应用爱立敷粘性敷料加通心络胶囊粉末

题等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外用防治压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2 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入住我院的病人，我院共收治
压疮患者 58 例，75 处压疮，其中院外带入的有 46 例，院内产

1.2.1 常规措施
两组均采用避免局部组织长期受压、避免摩擦力和剪切力
的长期作用、保护患者皮肤、促进皮肤血液循环、增进全身营
养及常规的防治压疮的健康教育。
1.2.2 创面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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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均采用高效碘消毒创面周围皮肤，再用无菌生理盐水

很好的护理而造成的皮肤损伤。一旦发生压疮，不仅给患者带

冲洗创面，如有水疱的用无菌注射器抽净液体，有脓痂或坏死

来痛苦，加重病情，延长疾病康复的时间，严重时还会因继发

组织必须清除，直至露出新鲜肉芽组织。

感染引起败血症而危及生命。因此，必须采取确实有效地措施

1.2.3 实施路线为

预防和治疗压疮。近十余年，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世界

患者入院→全身评估已发生的压疮→根据美国压疮协会

上对压疮的防治措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从全球范围

[3]

分类 。对其中 2 级以上的压疮患者采用抓阄方法分为治疗组

来看压疮的发病率与 10 年前相比并没有下降的趋势，压疮至

和对照→治疗组（A 组）应用痊愈妥加通心络胶囊粉末外敷，

今仍是护理学领域的难题。

对照组（B 组）采用生理盐水冲洗后外涂美宝湿润烧伤膏（汕

60 年代初，Winter 首先提出了湿润环境更有利于创面愈合

头市美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无菌纱布覆盖创面→每周进行

的新观点。上皮细胞必需在湿润的环境下才能快速的增长，促

一次全身皮肤评估，二者对比。治疗组按创面大小选择合适

使伤口加速愈合。现在保持创面湿润环境是标准的伤口处理方

规格（超过创面边缘 1cm 以上）的痊愈妥粘性敷料，将通

法[6]。传统敷料的吸收性有限，容易造成伤口干燥，使细胞脱

心络胶囊粉末撒于痊愈妥内面，剂量的选择应根据创面大小

水，导致结痂，明显阻碍伤口的上皮化形成，易导致痂下积脓，

2

2

2

（创面<10cm 用通心络胶囊 1 粒，10～20cm 用 2 粒，>20 cm

并具有粘连伤口、频繁更换、增加患者痛苦，现在伤口敷料的

用 3 粒，以此类推）
，然后将加了通心络粉末的痊愈妥（超过

设计理念均是吸收渗液和创面隔离，在湿润且具有通透性的伤

创面边缘 1cm 以上）盖于伤口上，在无渗湿的情况下 1 周更

口敷料应用后所形成的湿润环境中，表皮细胞能更好的繁衍、

换一次，当粘性敷料渗液超过面积 1/3 时随时更换。对照组应

移生和爬行，从而加速了伤口愈合过程。痊愈妥粘性敷料是痊

用美宝湿润烧伤膏外涂于创面上（超过创面边缘 1cm 以上），

愈妥系列敷料中的一种有自粘性的敷料，有微孔的伤口接触

无菌纱布覆盖，根据渗液情况每天或隔天换药 1 次。

层，粘稠渗液都可以被吸收入敷料，中间层高度吸水可通过其

1.2.4 评定标准

微结构吸收并锁住渗液，敷料的透气外层可使过多的渗液蒸发
出敷料。从而创造湿润伤口愈合环境，使愈合继续进行，而不

[2]

1.2.4.1 创面愈合标准

痊愈：创面完全愈合上皮覆盖；好转：创面干净，渗液减

需要频繁更换敷料，同时还具有：①方便使用，粘性好；②去

少，肉芽生长良好，创面日见缩小；创面愈合率（%）＝[（创

除方便，低致敏性；③舒适和减压作用；④降低移动危险[7]。
通心络胶囊选用益气补虚和活血药相互配合。具有益气活血、

面原始面积－创面残余面积）/创面原始面积]×100%[4]；无效：
创面无肉芽组织生长，无缩小。

通络止痛的功能。该药中用人参补益心气，使气旺血行，通畅脉

1.2.4.2 愈合时间

络。全蝎解痉通络、蜈蚣搜风解痉、温煦脉络，水蛭，土鳖虫活

每处压疮从清创、用湿性敷料开始至结束所需的时间为湿

血通络，赤芍活血散血、行瘀止痛，冰片芳香通窍、通利壅塞。

性愈合时间 。

诸药合用起到扶助正气，促进淤滞消散，气畅血通的作用。西医

1.2.5 统计学方法

认为通心络能抗血小板聚集、降血脂等作用，从而改善微循环。

[5]

数据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处理，
应用 t 检验和秩和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4

结

论

压疮是护理学领域中的难题。探讨新的有效的压疮治疗方

果

法对于解决这一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爱立敷（痊愈妥）粘性

痊愈妥加通心络胶囊粉末外敷组压疮愈合时间和对照组相

敷料加通心络胶囊粉末外敷能够明显缩短压疮创面愈合时间，

比明显缩短见表 1，证明压疮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在换药次数、

减轻病人的痛苦，缩短住院时间，提高病人满意度。

换药时间和治疗费用方面比较治疗组也明显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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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本身不是原发疾病，它大多是由于其他原发疾病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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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工膝关节置换术患者并发症的预防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in senile patients with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刘伟媚 陈敬珍
（东莞市中医院，广东 东莞，523005）
中图分类号：R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110-02

【摘 要】 目的：探讨有效的护理方法，防止老年患者人工膝关节置换术的发生。方法：对 186 例老年人工膝关节置换术患
者术前针对老年患者心理状态、家庭背景。文化程度、营养状况、尊医行为、病情进行人性化护理、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心理
疏导；术后实施辨证实护患肢体位放置、合理饮食、实施早期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等。结果：186 例患者无一例发生深静脉血栓、
假体脱位、感染、压疮等并发症。结论：根据不同老年人工膝关节置换术患者采用适当合理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法，能有效的防止
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老年；人工全膝关节置换；并发症；发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umanity nursing for senile patients with total knee replacement. Methods: Humanity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ere conducted in 186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conditions preoperatively and
personalized nursing were carried out after operation such as limb postural placement，proper diet，early exercise, and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etc. Results: 186 patients no case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prosthesis dislocation, infection, pressure sores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s: Humanity nursing for senile patients with TKA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which
ensur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promote a speedy recovery.
【Keywords】 Senile; Total knee replacement; Complication; Occu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6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已经逐渐
步入老龄化社会。骨性关节炎作为中老年人群中最常见和最重
要的关节疾病，将成为威胁中老年人群健康，引起中老年人群
致残的主要因素之一。膝关节是全身最大、结构复杂的关节，
运动功能要求较高。人工全膝关节置换后，要求达到负重、伸

活自如。
2

人性化护理

2.1 入院时人性化护理
膝关节是人体重要的活动及负重关节，疾病到中晚期关节

屈、外展及旋转活动，稳定性好。所以，术前、术后护理和康

变形，关节灵活性差，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和工作。该病病情长，

复训练是手术成功的可靠保障。

病情反复，受累关节疼痛明显活动受限，使生活自理能力下降，

我科从 2010 年 1 月～2012 年 5 月，对 186 例老年患者

给患者带来身心痛苦。长时间承受着身体及心理双重折磨，所

进行了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术前及术后我们针对不同的个

以心理极其脆弱，一部分患者产生忧郁、悲观、失望情绪；另

体采用了合理的有针对性的护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

一部分患者产生烦燥、焦虑、恐惧情绪。因此，患者入院后护

告如下。

理人员主动关心和安慰患者，视患者如亲人，站在患者的角度

1

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用亲切、热情的态度向患者详细介

临床资料

绍住院须知、住院环境、主管医生、责任护士、订餐、开饭时
间等常规工作。护士在短时间内了解患者病种、病情及其发病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86 例，男 26 例，女 160 例，年龄 57～84 岁，平均

原因、性别、职业、文化程度、性格和信仰、生活习俗、周围

年龄 75.5 岁。其中类风湿性关节炎（晚期）38 例，退行性骨

人际关系、经济状况等个体差异，以便重点护理，突出解决问

关节炎 148 例。

题[2]。

1.2 方法

2.2 术前人性化护理

在硬膜外麻醉下，采用膝关节前侧正中及偏内侧弧形手术
入路，显露股骨髁和胫骨上端，如为铰链式关节显露范围更广。
然后按正确的角度截骨，安放假体。有两种基本固定类型：生
[1]

2.2.1 术前护理
做好情志护理。术前过度紧张、焦虑和恐惧会影响手术效
果和疾病预后。在手术之前，增强患者的自信心和克服术前的

物固定型及骨水泥固定型 。

恐惧很重要。护士根据不同年龄层次，耐心解释手术的必要性，

1.3 结果

手术目的、效果，国外接受假体置换的普遍性。告知患者人工

手术均成功，无关节松脱及其他并发症发生，并且患者生

膝关节是一项成熟的现代骨科技术，即使术前有合并症老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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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能顺利渡过手术关。并术前向患者全面介绍手术过程，

畅，糖尿病患者要告知糖尿病饮食。辩病人体质指导饮食调护，

预后情况，成功者可安排现身说教，介绍本院骨科开展膝关节

肝肾亏虚者宜温补肾阳，可用杜仲、熟地、北芪、鹿茸、人参

手术成功病例，如果有相同疾病手术已成功者，可安排现身说

或党参、枸杞子、鱼肚胶等炖动物如鸡、猪瘦肉、羊肉、牛肉、

教，消除患者恐惧不安心理，使患者增强对手术的自信心，保

或猪脊骨、猪尾等药膳调养。如肾阴虚亏者，宜滋补肾阴，用

持良好的心态接受手术。

淮山、芡实、枸杞子、沙参、百合、洋参或太子参、鲍鱼、海

2.2.2 术前指导

参、石斛、等煲猪瘦肉、排骨、生鱼、水鸭、水鱼等药膳调养，

嘱患者戒烟，避免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指导患者训练有效

有益气养阴、益肾固精、补肝肾、强盘骨、补气血等功效。风

咳嗽、咳痰及深呼吸；为使患者习惯术后卧床期间床上排便，

寒湿痹者，饮食宜益气、补血，滋补肝肾，例如用当归、熟地、

进行床上便器使用训练；指导患者正确应用三点（双肘及腱足

枸杞子、红枣、北芪、党参、杜仲等分别煲鸡、羊肉、牛肉等，

跟）支撑法抬高臀部，配合护理人员进行水垫、毛巾的更换以

也可用鹿茸片炖鸡肉，忌生冷，寒凉。气滞血瘀质，宜清淡、

预防压疮的发生。

行气活血，高蛋白、高维生素、高钙的食物，如水果、牛奶、

2.2.3 术前准备

豆制品、坚果等[4]。

术前进行药物过敏试验，交叉配血、应用抗生素、留置尿

2.3.6 功能锻炼
术后功能锻炼对人工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有着极其重要

管，根据患者情况术前沐浴，常规备皮，必须保证皮肤清洁，
完好无损。

作用，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术后保持膝关节处于伸直状态，进

2.3 术后护理

行股四头肌的收缩锻炼。拔除负压引流管，评估病人协助坐起

2.3.1 术后观察

压膝关节，术后 3～5d 疼痛明显减轻，开始进行 CPM 的练习，

严密观察生命体征，常规吸氧，采用多功能监护仪进行

从屈膝 40°开始，每天增加 10°，术后一周达到 90°，护士

术后 24h 的血压、脉搏、呼吸、血氧饱和度，患肢血运、肿

协助患者不负重进行扶助行器下地行走，并指导患者扶床架屈

胀，弹力绷带的松紧度，妥善固定引流管，注意引流量、色、

膝训练。开始每次 10～20min，2 次/d，以病人不感觉疲劳为度，

性状情况，等临床指标的观察记录，如引流量过多或颜色鲜

以后逐渐增加训练时间和次数，训练后如病人有胀痛不适，给

红及时报告医生，如 24h 引流量小于 50ml，可拔出引流管。

予局部冰敷，减轻胀痛。

2.3.2 疼痛护理

2.3.7 出院指导

观察患肢术后疼痛程度，并给予局部持续冰敷 24h，或镇

告知患者及家属定期复查，如伤口出现如红肿热痛、渗液

痛泵治疗，如个别病人怕痛适当使用止痛药物。可降低因疼痛

等不正常情况应及时复诊。手术后 3 个月内，膝关节轻微发热

引起的不良反应，促进机体早日康复。

和肿胀是正常情况，不必惊慌。避免穿紧身裤，减少摩擦。保

2.3.3 患肢护理

持适量步行运动，避免蹲低和坐太矮的椅子，避免扭动膝部关

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功能锻炼尤为重要，术后患当天保持
伸直位及使之抬高 15°，凹陷枕与平枕交替使用，鼓励病人进
行股四头肌的收缩、放松练习。拔除引流管后，评估病人即协

节，如身体过胖，必须减肥，可减少膝关节的劳损。
3

论

老年患者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的早日康复，与我院中医

助患者坐起练习按压膝关节。
2.3.4 预防并发症护理

讨

护理特色及护士人性化护理密不可分。护士采取因人施护的

①观察患肢趾端肿胀情况：下肢骨关节手术是发生下肢静

方法，从病人的体质，从食物的“四性”、“五味”调饮食，

脉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人工关节置换术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

病人喜、怒、哀、乐畅情志；无论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护

率达 47.1%。膝关节置换大多为老年人，由于器官的生理性退

理及康复指导，护理工作以人为主导，尊重患者生命价值、

变而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密切观察患者的神志，患肢温度、

人格尊严及个性化要求，使生理、心理处于一种被尊重、被

颜色、感觉活动、肿胀、疼痛、足背动脉搏动情况。鼓励病人

关爱的状态，从而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保证治疗效果，促

多饮水，术后患者穿弹力袜或用弹力绷带加压包扎膝关节，抬

进早日康复。

高患肢 15°，膝关节微屈 10°。指导踝关节、趾关节伸屈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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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细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分析
Bacteria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ICU
赵 建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中图分类号：R37

南阳，473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112-02

【摘 要】 目的：探讨重症监护病房细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分析。方法：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我院重症监护病
房 70 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采集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根据结果进行相应治疗，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革兰氏阴性杆菌以铜绿假单胞菌、鲍氏不动杆菌为主，对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性较低；革兰氏阳性球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
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呋喃妥因的耐药性较低。结论：根据重症监护病房下呼吸道感染的细菌分布及耐
药性结果，选取敏感抗生素，进行针对性治疗。
【关键词】 重症监护病房；细菌；分布；耐药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acteria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ICU. Methods: Selected ICU 70 cases of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ollect specimens for bacterial culture and sensitivity tes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treatment and analysis.
Results: Gram-negative bacteria are sensitive to cefoperazone or sulbactam; Gram-positive cocci are sensitive to vancomycin, teicoplanin
and nitrofurantoin.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ICU bacteria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results to select the sensitive antibiotics for
symptomatic treatment.
【Keywords】 ICU; Bacterial; Distributed; Resista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62
近年来，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以及耐药菌株的不断增

性杆菌有 120 例（80.0%）
，以铜绿假单胞菌、鲍氏不动杆菌为

多，病原菌的构成，以及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也发生着相应变

主；革兰氏阳性球菌有 30 例（20.0%）
，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化[1]。了解感染性疾病的病原菌的细菌分布及其耐药性情况，对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详细结果见表 1。

[2]

于指导进一步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中，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南阳医专一附院重症监护病房 70
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采集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对
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表 1 病原菌分布及构成
细菌种类

株数

构成比（%）

革兰氏阴性菌

120

80.0

铜绿假单胞菌

45

30.0

鲍氏不动杆菌

35

23.3

肺炎克雷伯杆菌

20

13.3

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

13

8.7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南阳医专一附院重症

大肠埃希氏菌

7

4.7

监护病房收治 70 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40 例，

革兰氏阳性菌

30

20.0

女性患者 30 例，年龄 51.0～68.5 岁。

金黄色葡萄球菌

15

10.0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7

4.7

通过无菌吸痰管、纤维支气管镜，采集支气管分泌物。鳞

粪肠球菌

5

3.3

状上皮细胞<10 个/LP，白细胞>25 个/LP，认定该标本合格。

屎肠球菌

3

2.0

1.2 检测方法

通过 KB 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将结果分为耐药（R）、
中介（I）
，以及敏感（S）
。

2.2 革兰氏阴性杆菌耐药情况
革兰氏阴性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氏不动杆菌、肺炎克

2

结

果

2.1 病原菌分布及构成
70 例感染性患者，分离出 150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氏阴

雷伯杆菌、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以及大肠埃希氏菌）对头孢
哌酮/舒巴坦耐药性较低，详细结果见表 2。
（下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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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化学成分现代研究
Modern research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Eucommia ulmoides oliv
胡 伟
（枣庄职业学院，山东 枣庄，277800）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09-0113-04
【摘 要】 对杜仲的化学成分进行综述，主要有木脂素类、苯丙素类、环烯醚萜类、黄酮类、多糖类、其它萜类等方面。
【关键词】 杜仲；化学成分；综述
【Abstract】 To review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Eucommia ulmoides oliv, including the lignans, the phenylpropanoid, the Iridoid,
the flavonoids, the polysaccharide and other terpenoids.
【Keywords】 Eucommia ulmoides oliv; Chemical composition;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63
杜仲为杜仲科植物杜仲（Eucommia ulmoides Oliv.）的干

木脂素类化合物是杜仲化学成分中研究最多、结构最清

燥树皮，
《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均将其列为药之上品，

晰、成分最明确的一类化合物，迄今为止，从杜仲中分离出的

具补肝肾、强筋骨、降血压、安胎等功效。有关杜仲化学成分、

木脂素类化合物已有 27 种、其中多数为苷类化合物（见表 1）
。

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如下概述。

其中双环氧木脂素类有 14 种（1～14）
，单环氧木脂素类有 4

1

种（18～21）
，倍半木脂素类有 3 种（15～17）
，新木脂素类有

杜仲化学研究进展

5 种（2226）
，环幕木脂素类有 1 种（17）
。

1.1 木脂素类及其苷类
表 1 杜仲中的木脂素及其苷类
类型

双环氧木脂素类

倍半木脂素类

NO.

新木脂素类

环木脂素类

来源

文献

中脂素（＋）-Medioresinol

皮

8

2

中脂素二葡萄苷（＋）-Medioresinoldi-0-β-D-glucopyranoside

皮

4

3

中脂素-4‘-葡萄苷（＋）-Medioresinol4’-0-β-D-glucopyranoside又称杜仲A eucomminA

皮

5

4

松脂素（＋）-pinoresinol

皮

8

5

表松脂素（＋）-epipinoresinol

皮

5

6

松脂素葡萄苷（＋）-Pinoresinol 0-β-D-glucopyranoside

皮

4

7

松脂素二葡萄苷（＋）-Pinoresinoldi 0-β-D-glucopyranoside

皮

4

8

1-羟基松脂素（＋）-1-Hydroxypinoresinol

皮，叶

8

9

1-羟基松脂素二葡萄苷（＋）-1-Hydroxypinowsinol 4”,4”-di-O-β-D-glucopyranoside

皮

5

‘

’

10

1-羟基松脂素-4 -葡萄苷（＋）-1-Hydroxypinoresinol 4 -0-β-D-glucopyranoside

皮

6

11

1-羟基松脂素-4”-葡萄苷（＋）-1-Hydroxypinoresinol 4"-0-β-D -glucopyranoside

皮

6

12

丁香素（＋）-Syringaresinol

13

丁香脂素葡萄苷（＋）-Syringaresinol 0-β-D-glucopyranoside

皮

8

皮，叶

5

14

丁香脂素二葡萄苷（＋）-Syringaresinol di-0-β-D-glucopyranoside

皮

4

15

丁香丙三醇-β-丁香脂素Syringylglycerolβ-syringawsinol ether4”, 4”-di-0-D-β-D-glucopyranoside

皮

9

皮，叶

7

16

单环氧木脂素类

中英文名称

1

耳草素C二葡萄苷Hedytol 4’，4” -di-0-β-D-glucopyranoside又称愈创木基丙三醇-β-中脂素二葡萄苷Guaiacylglycerol-β）
-Medioresinol ether4” ,4”-di-0-D-β-D-glucopyranoside

17

醚二葡萄苷

18

橄榄素（-）-Olivil

19

橄榄素二葡萄苷（-）-Olivil di- D-glucopyranoside
”

皮

”

皮，叶

6

皮

5

20

橄榄素-4 -葡萄苷（-）-Olivil 4 - D-glucopyranoside

皮

7

21

橄榄素-4‘-葡萄苷（-）-Olivil 4’- D-glucopyranoside

皮

7

22

脱氢二松柏醇二葡萄苷 Dehydrodiconiferol alcohol 4,r-di-0-β-D-glucopyranoside

皮，叶

9

23

赤式二羟基脱氢二松柏醇erythro-Dihydroxydehydrodiconiferol

皮，叶

8

24

苏式二羟基脱氢二松柏醇threo-Dihydroxydehydrodiconiferol alcohol

皮

8

25

二氢脱氢二松柏醇Dihydroxydehydrodiconiferyl alcohol

皮

8

26

柑桔素B（erythro and threo-guaiacyl glycerol-β-conifery aldehyde ether）

皮

9

27

环橄榄素（＋）-Cyclo-olivil

皮，叶

6

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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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2 苯丙素类及其苷类

对苯丙素类的报道较少且主要集中绿原酸、香草酸等活性成分

苯丙素类是形成木脂素的前体，在杜仲中广泛存在。目前，

的研究上。迄今为止，杜仲中发现的苯丙素类有 13 种（见表 2）
。

表 2 杜仲中的苯丙素类化合物
NO.

中英文名称

外观

来源

1

咖啡酸 caffeicacid

淡黄针晶（MeOH）

皮

8

2

咖啡酸乙酯

白色晶体（MeOH）

叶

14

皮

11

文献

3

二氢咖啡酸 didydrocaffeic

4

松柏醇 coniferol

5

松柏苷 coniferin

白色粉末

叶

10

6

愈创木丙三醇 guaiacyl-glycerol

油

皮

6

8

7

紫丁香苷 syringin

8

3，4-羟基苯丙酸[3-（3，4-dihydroxyphenyl）propionicacid]

10

9

绿原酸 chlorogenate

10

绿原酸甲酯 Methylchlorogenate

叶

9

无色针晶

叶

12

白色粉末

皮

8，23

叶

14

11

香草酸（vanillicacid）3-甲氧基-4-羟基苯甲酸

白色针晶

12

对香豆酸

白色粉末

13

寇布拉苷 kaobraside

13
10

于葡萄糖成苷，4 个环烯醚萜苷三聚物和四聚物为 12-15，是

1.3 环烯醚萜类及其苷类

京尼平苷酸（geniposidicacid）中的羧基与另一分子中的羟甲

环烯醚萜是植物中的臭蚁二醛（iridodial）转变而来的单
萜类化合物，分子中含有环烯醚萜键。杜仲醇类无环烯醚萜键，

基成酯聚合而成[17

， 18， 19]

。Takahashi 等[21]发现，日本干杜仲皮

可看成是环烯醚萜开环后的产物。另外，环烯醚萜还可形成多

的生物活性物质，特别是环烯醚萜类较鲜皮中含量较少，原因

聚体。

是树皮中含有环烯醚萜分解的胞内酶（intracellularenzymes）
，采

到目前为止，从杜仲中分离的环烯醚萜类化合物共 15 个

集的树皮（叶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自然干燥过程中胞内酶会

（见表 3）。用乙醇、稀甲醇提取，提取物以醋酸乙酯脱脂、

使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发生分解。若在新鲜树皮干燥前使用沸

正丁醇提取或水层经活性炭[15]或大孔树脂柱 [7] 纯化，在经硅

水或微波处理，使酶失活，则可有效防止分解过程的发生，

胶和纤维粉层析法[7

，或用 HPLC[8]法进一步分离纯化。

使皮中的生物活性成分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一发现提示杜仲

其中 5 个 4-去甲环烯醚萜有 4-8，3 个环烯醚萜衍生物，环戊

生药传统采集方法中特殊的发汗处理会导致该部分成分酶

烯类化合物（cyclopentenoid）[11

解。

， 8， 15]

， 15， 16， 20]

为 9-11，1 位羟基多

表 3 杜仲中的环烯醚萜及其衍生物
NO.

中英文名称

分子式

分子量

。

外观

Mp（ C）

[a]D

来源

文献

1

京尼平苷 geniposide

C17H24O10

388

无色针晶

163.1

＋7.5

皮

10，14

2

京尼平苷酸 geniposidic acid

C16H27O10

374

无色针晶（EtOH）

130.5

19.3

皮，叶

10，14，27

3

京尼平 genipin 桃叶珊瑚苷

C11H14O5

226

无定型粉末

120.1

135

皮，叶，种子

8

4

Aucubin 或 aucuboside

C15H22O9

346

白色粉末

176.9（180-2）

163.1

皮，叶

7，15，16

201.1

－16.6

皮，叶

20

无定型粉末

121.5

－115

叶

15

5

杜仲苷 ulmoide

C21H32O14

508

6

筋骨草苷 ajugoside

C17H26O10

390

7

哈帕苷乙酸酯 harpagide acetate

C17H26O11

406

晶体

155.5

132

叶

15

8

雷朴妥苷 reptoside

C17H26O10

390

无定型粉末

201.1

－45

叶

15

9

杜仲醇 eucommid

C9H16O4

188

油

10

杜仲醇苷 eucommside

C9H24O10

350

无色糖浆状

－30.5

11

脱氧杜仲醇 1-deoxyeucommid

C9H16O3

172

油

－15.4

12

京尼平苷酸三聚体 Ulmoidoside A

C48H62O28

1086

淡黄色粉末

＋7.5

13

京尼平苷酸四聚体 Ulmoidoside B

C50H64O29

1128

淡黄色粉末

＋8.3

C64H82O37

1442

淡黄色粉末

＋9.56

C66H84O38

1484

淡黄色粉末

＋15.5

14

15

京尼平苷酸三聚体乙酸酯
Ulmoidoside C
京尼平苷酸四聚体乙酸酯
Ulmoidoside D

皮，叶

7，16，11，10

皮，叶

7，16

叶

10，11

叶，种子

1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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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萜类化合物：6，6a-二羟甲基-3，3a，4，6a-四氢-2H环戊烷[b]并呋喃-2-酮，rehmaglutinC，1，4a，5，7a-四氢-7-羟甲
基环戊烯 [c] 并吡喃-4- 羧酸甲酯（1 ，4a ，5 ，7a-tetrahydro-7hydroxymethyl2cyclopenta[c]pyran-4-carboxylicmethylester）为首
次在杜仲中发现[22]。

2

小结与讨论
本文主要从杜仲的化学成分主要有木脂素类、环烯醚萜

类、苯丙素类、其它萜类、等方面进行综述，纠正了以往综述
中化学名称的混用、重用、分类混乱等。近来杜仲的活性成分
研究主要集中在木脂素类、环烯醚萜类、绿原酸等，对其他成

1.4 黄酮类及其苷类

分研究匮乏。对于成分提取分离报道，多是桃叶珊瑚苷、松脂

杜仲黄酮类化合物富含于杜仲叶和雄花中，皮和果实中较
少。主要有山柰酚、山柰酚 3-O-吡喃葡萄糖苷（astragalin）、
山柰酚 3-O-芸香糖苷、山柰酚 3-O-（6″-乙酰基）-吡喃葡萄

素二葡萄苷、绿原酸等采用现在分析手段，如 RP-HPLC，大
孔吸附树脂，HPLC-MS。其他成分鲜有报道。为了全面了解杜
仲的药理药性，应该在多做些其他成分的基础性研究。

糖、槲皮素、槲皮素 3-O-吡喃葡萄糖苷、槲皮素 3-O-吡喃木糖
基-（1-2）-吡喃葡萄糖苷、儿茶素-（7，8-b，c）-4α-（3，4-

参考文献：

二羟基苯基）-2（3H）-吡喃酮、儿茶素-（7，8-b，c）-4β-（3，

[1]J Rain 517, haile5-MfC: elino D1, et a1. High close estrogen inhi-bets bone

4-二羟基苯基）-2-（3H-吡喃酮）
、表儿茶素、儿茶素、芦丁[13]。

resorptionand stimulates bone formation in the ocariec-tomized mouse[J]. Bonc

1.5 多糖类

Mincr.1993,8(4):435

杜仲多糖是近年来发现的又一活性成分。组成明确的有

[2]赵晖.杜仲叶药理作用研究抗疲劳及愈伤作用[J].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

Gonda 等[23]从杜仲皮中分离出的酸性聚糖杜仲糖 A
（EucommanA）

2000,4(22):211

和 Tomoda 等[24]分离出的杜仲糖 B（EucommanB）
。杜仲糖 A 分

[3]刘小烛,胡忠,李英,等.杜仲皮中抗真菌蛋白的分离和特性研究[J].云南植

子量约 6×104。由 L-阿拉伯糖：D 半乳糖：D 一葡萄糖：L-鼠

物研究,1994,16(4):385

李糖：半乳糖醛酸按摩尔比 8∶6∶4∶5∶8 组成。光谱数据表

[4]Deyama T. The constituents of Eucommia ulmiodes oliv. I. Isolation of (＋)

明，杜仲糖 B 的结构主要为 a-1，2-L-鼠李糖-a-1，4-D-半乳糖。

-Medioresinol di-0-β-D –glucopyranoside. Chem Pharm Bull.1983,31(9):2993

这两种多糖对网状内皮系统均有活化作用，可增强机体非特异

[5]Deyama T. Ikawa T. Nishihe S part. isolation and structures of three new

性免疫功能。赵晓明等[25]用水提醇沉法也从杜仲叶中分得到了

lignan glycosides. chem[1]pharm bull.1985,33(9):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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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eyama T. Ikawa T. Kitagawa S et al. part III. isolation and structure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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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Deyama T. Ikawa T. kitagawa S et al. part VI. isolation of a new sesqu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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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革兰氏阴性杆菌耐药情况 [n（%）]
抗菌药物

铜绿假单胞菌

鲍氏不动杆菌

阿米卡星

12（26.7）

7（20.0）

环丙沙星

36（80.0）

27（77.1）

亚胺培南

17（37.8）

2（5.7）

头孢吡肟

16（35.6）

替卡西林/棒酸
头孢哌酮/舒巴坦

肺炎克雷伯杆菌

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

大肠埃希氏菌

2（10.0）

6（46.2）

1（14.3）

13（65.0）

5（38.5）

6（85.7）

0（0.0）

13（100.0）

0（0.0）

24（68.6）

17（85.0）

11（84.6）

6（85.7）

23（51.1）

11（31.4）

11（55.0）

3（23.1）

/

5（11.1）

2（5.7）

1（5.0）

2（15.4）

0（0.0）

2.3 革兰氏阳性球菌耐药情况

粪肠球菌，以及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呋喃妥因

革兰氏阳性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的耐药性较低，详细结果见表 3。

表 3 革兰氏阳性球菌耐药情况 [n（%）]

3

讨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粪肠球菌

屎肠球菌

环丙沙星

15（100.0）

7（100.0）

/

/

青霉素

15（100.0）

7（100.0）

5（100.0）

3（100.0）

红霉素

15（100.0）

6（85.7）

4（80.0）

2（66.7）

万古霉素

0（0.0）

0（0.0）

0（0.0）

0（0.0）

替考拉宁

0（0.0）

0（0.0）

0（0.0）

0（0.0）

呋喃妥因

0（0.0）

1（14.3）

0（0.0）

0（0.0）

论

对于重症监护病房感染患者，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取
敏感抗生素，控制患者感染症状，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如果抗生素应用不当，或者滥用，不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还
会导致菌群失调，导致耐药情况的发生[3]。
本研究中，70 例感染性患者，分离出 150 株病原菌，其中
革兰氏阴性杆菌以铜绿假单胞菌、鲍氏不动杆菌为主，对头孢
哌酮/舒巴坦耐药性较低；但是重症监护病房患者不断接受气管
插管、机械通气，以及各种导管等治疗，容易产生耐药菌株，
尤其是多种耐药菌株。而革兰氏阳性球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对万古霉素的耐药性均为 100.0%，

菌构成和耐药情况，及时发现细菌耐药性的变化特点，选取敏
感抗生素，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张艺.重症监护室 ICU 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J].医药论坛杂志,2011,32
(12):146-147
[2]刘亚娟.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细菌感染分布与耐药性分析[J].中国医药指
南,2012,10(8):74-75
[3]朱德全.重症监护病房感染患者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
学杂志,2011,21(2):389-390
[4]冯学仁.呼吸重症监护室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J].浙
江医学,2008,30(6):608-610

所以，万古霉素作为治疗革兰氏阳性球菌感染所致重症监护病
房感染的首选药物[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通过分析重症监护病房感染患者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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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概述
A review on treating RA
孙建强 1 韩其茂 2 张飞宇 1
（1.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25；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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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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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DGI

【摘 要】 类风湿关节炎目前尚不能被彻底治愈，治疗现状有中医治疗、西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比较三者在治疗类风
湿关节炎上的优势，中医前途一片光明。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综述
【Abstract】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cannot yet be completely cured; therapy of TCM, modern medicine,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ompare their advantages on treating RA, TCM future is bright.
【Keywords】 RA; Treatment;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64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关

显示来氟米特联合甲氨蝶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疗效好，起效

节组织慢性炎症和破坏性疾病，是一种非感染性炎症为主的

快，不良反应较以往的联合方案无明显增加。说明此方案，疗

自身免疫性疾病。RA 病因及发病机理尚未完全明确，可能与

效确切，值得推广应用。龚媛[7]应用羟氯喹联合甲氨蝶呤治疗

[1]

感染因子和遗传倾向有关 。病理表现为滑膜细胞增生、衬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100 例，观察其疗效和安全性。实验组口

里层增厚、多种炎性细胞浸润、血管翳形成及软骨与骨组织

服羟氯喹 200mg，2 次/d；甲氨蝶呤 7.5～10mg，1 次/周；对

的破坏 [2] 。活动期主要表现为关节肿痛。目前在世界范围内

照组口服甲氨蝶呤 7.5～10mg，1 次/周。观察治疗前、用药后

仍找不到一种能够彻底治愈 RA 的方法[3]。现将 RA 的治疗现

12 周及 24 周患者休息痛、晨僵、关节肿胀数、关节压痛数、

状做一综述。

握力、关节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等方面。结果显示以上指标均

1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现状
西医目前治疗 RA 的主要原则包括：①早期明确 RA 诊断；

②尽早应用慢作用药物或控制病情药物；③治疗方案（单一用
药或联合用药）及用药剂量应高度个体化；④评价风险与疗效

有明显改善。实验组效果较对照组明显。得出结论：羟氯喹与
甲氨蝶呤联合抗风湿有助于提高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缓解
率，疗效确切。
4

比 [4] 。在临床的治疗中，药物治疗主要包括非甾体抗炎药

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郭福[8]通过临床试验，观察对比中西医结合用药组与单纯

（NSAID）
、改变病情抗风湿药（DMARD）和糖皮质激素（CS）

西药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体征以及实验室指标，结果

等，针对缓解症状、病程方面疗效确切，但长期服用西药易出

显示中西医结合组与西药组相比，患者病情改善更明显，I 级、

现不良反应及副作用。中医治疗 RA 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

II 级患者增多，III 级、IV 级患者减少。张庆[9]将 2010 年 4 月～

临床经验。在临床治疗中。类风湿关节炎属中医学痹证范畴，

2011 年 5 月收治的 134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分成两组，观察

但典型的风寒湿热痹证实属不多，虚实夹杂，寒热错杂，病变

组：甲氨喋呤片、扶他林片加服自拟祛风汤治疗。对照组：甲

过程错综复杂。依据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虚标实的特点，活动期

氨喋呤片、扶他林片。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治疗有效率 91.2%，

治以清热解毒祛湿、活血化瘀，缓解期补益肝肾健脾和胃，祛

对照组总治疗有效率 78.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4.1，

痰通络。

P<0.05）；两组治疗前后 ESR、RF 及 CRP 均有显著改善

2

中药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
近年来，中医对 RA 治法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并且多样化，

但仍以辨证论治为主导。田维君 [5]认为导致 RA 发病的内因

（P<0.01），故得出结论：中西医联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疗
效确切，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5

讨

论

是体虚感邪，外因是风寒湿邪，主要病机为经络痹阻，故将

由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因错综复杂，临床诊治也是见仁

本病分为 6 型，风湿阻络用防风汤加减；寒湿阻用络乌头汤

见智。西药治疗 RA 不良反应及副作用较大，伴随产生的药源

加减；湿热阻络用白虎加桂枝汤和三妙散；气血虚弱用黄芪

性疾病使患者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治疗平台。中医对类风湿性

桂枝五物汤加减；肝肾阴虚用六味地黄汤加减；阳气不足用

关节炎的研究起步较早，而且毒副作用小，前景光明，方法简

真武汤加味。

便易行，但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可信度差。因此，为缓

3

西药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
杨明娟[6]用来氟米特联合甲氨蝶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患

者 50 例，观察用药前后临床症状实验指标及不良反应。结果

解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今后研究
应多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强实验、临床研究，探讨药物
作用机理，重视临床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重复性，以提
高研究结果的质量，更好的为广大 RA 患者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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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儿童多动症研究进展
A review on treating ADHD of children in TCM
琚 玮 班会会 张 弛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339.31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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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多动症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本文就儿童多动症的中医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专方成药、
针刺及其他治疗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应加强对中医药治疗多动症的研究。
【关键词】 儿童多动症；中医药治疗；综述
【Abstract】 ADHD is a common childhood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This article expounded pathogenes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children with ADHD. TC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treating ADHD.
【Keywords】 Children with ADHD;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65
儿童多动症又名儿童多动综合征、注意力缺陷障碍、注意

多动任性、吵闹不休等症状。脾在志为思，其性静。小儿脾常

力不足多动障碍、轻微脑功能失调、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综合

不足，饮食不节易导致脾功能失常，脾失健运，水湿不化，湿

征、多动性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儿童心理疾病。其症状一般在

邪阻滞，或恣食肥甘，湿遏成痰，热蕴痰结，痰热壅盛，扰动

7 岁以前就表现出来，典型年龄为 3 岁，8～10 岁为发病的高

心神。而出现静谧不足而躁动有余。表现为手足多动、兴趣多

峰期，男童发病率明显高于女童，男女比例为 4.9∶1[1]。其症

变、情绪不稳定、语言冒失等症。小儿肾常虚，肾虚则脑失所

状以注意力不集中、活动过多、冲动任性、自控能力差为特征，

养，出现动作不灵活，听觉辨别力差等症状。肾阴不足，水不

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学习困难，但患儿智力一般正常或接近正

涵木则肝阳偏亢，也可表现为急躁易怒、多动任性。

常。近年来中医药治疗多动症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现将中医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
1

病因病机
关于儿童多动症古代医家尚未有专门的论述，根据其症状

2

中医治疗

2.1 辨证分型治疗
韩新民、朱先康[2]认为儿童多动症病机主要是心肝火旺，
痰热内扰，临床上以心肝火旺最为多见，治疗用安神定志灵颗

表现，现代医家将其归为“脏躁”
、
“躁动”、
“健忘”、
“失聪”、

粒，组成醋柴胡、黄芩、连翘、钩藤、郁金、石菖蒲、决明子、

“虚烦”等范畴。主要为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所致。病位

天竺黄、当归、制龟版、益智仁、炙远志等。张亚军[3]认为本

在心、肝、脾、肾，有实证、虚证、虚实夹杂之证。
《素问•宣

病分：①心肾不足型：治疗温补心肾。方药：石菖蒲、远志、

明五气篇》曰：“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

龙骨、龟板、益智仁、知母、山药、熟地黄、山茱萸。②肾虚

意，肾藏志。
”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

肝亢型：治宜滋肾养肝。方药：枸杞子、菊花、熟地黄、山茱

明出焉。”心藏神，心血能够濡养心神则神志活动正常。心血

萸、牡丹皮云茯苓、泽泻。③心脾不足型：治宜养心健脾，益

不足，心神失养，神不内守，或心火旺盛则多动不宁，可导致

气安神。方用归脾汤合甘麦大枣汤加减。④痰热上扰型：治宜

心神不宁，而出现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等症。肝为将军之官，

清热泻火，化痰开窍。方药：黄连温胆汤加减。⑤瘀血内阻型：

主筋，其志在怒，为罢极之本。小儿肝常有余，如肝阳上亢、

治宜活血化瘀，通窍益智。方药：桃仁、红花、川芎、赤芍、

肝经有热、虚火内扰而易出现肝风内动，则可出现性情暴躁、

葱根、石菖蒲、远志、生姜、大枣。刘成全等[4]认为本病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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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辨治，总结出从痰辨治四法：①心肝火旺，痰火扰心者，治

10g，山茱萸 10g，当归 15g，白芍 10g，石菖蒲 12g，远志 12g，

宜清心豁痰法，方药用经验方安神定志灵。②脾虚肝旺、痰扰

茯神 12g，酸枣仁 12g，生龙骨 15g，生牡蛎 15g，麦芽 12g）

风动者，治宜健脾化痰，方选二术二陈汤，组成：苍术、白术、

治疗儿童多动症，观察 68 例，其中显效 46 例，有效 18 例，

半夏、陈皮、茯苓、甘草。③肾亏水泛，痰火内扰者，治宜滋

有效率 94.1%。

肾化痰，方用经验方滋肾地黄汤，药物组成：熟地、山茱萸、

2.3 针灸及其他中医特色治疗
周庆翀[18]等取四神聪、百会、内关、风池、大椎、太冲、

泽泻、龙骨、牡蛎、益智仁、制龟板、石菖蒲。④血瘀气滞，
痰扰清窍者，治宜祛瘀化痰，方选涤痰汤配合孔圣枕中丹加减，

太溪、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沿皮浅刺，治疗多动症儿童 41 例，

药物组成：龟板、龙骨、石菖蒲、远志、陈胆星、天竺黄、僵

总要效率 95.12%。杨小存等[19]取四神聪、本神穴、运动区、语

[5]

蚕、地龙、归尾、赤芍。蒋芸等 认为本病应从“风”论治，

言区二区、语言三区、舞蹈症状控制区等穴位治疗儿童多动症

治疗宜疏散外风、清熄内风，聚神止动，方用自拟多动停方，

20 例，治愈 5 例，好转 13 例。张琳[20]取神庭、脑户、四神聪、

组成：辛夷花、炒白芍、天麻、板蓝根、玄参。若夜寐不安者，

内关、太冲、三阴交针刺，同时贴耳穴取神门、心、肝、胆、

加夜交藤、酸枣仁、五味子等养心安神；若记忆力差者，加远

肾、脑、交感、皮质下等，治疗儿童多动症 60 例，总有效率 85%。

志、益智仁、石菖蒲等宁神益智；若思想不集中者，加益智仁、

刘海珠[21]取四神针、智三针、定神针，若神思涣散配手智针、

龙骨；若烦躁易怒好动者，加珍珠母、钩藤、清礞石除烦安神。

足踝针，多动冲动配后溪、列缺、支沟、太冲、冲阳、飞扬等，

王玲[6]认为儿童多动症为阴虚阳亢所致，治疗应滋补肝肾，育

治疗 73 例多动症儿童，治愈率 23%，显效率 27%，有效率 28%。

阴潜阳，宁神谧智，方用知柏地黄丸加减，治疗 60 例，总有

郄玉兰[22]采用针灸及闪罐法治疗儿童多动症，取穴：针刺取百

效率 93.3%，对照组利他林组有效率为 64.0%，有显著的差异

会、四神聪、风池（电针）
、三阴交（电针）
。心脾两虚配神门，

[7]

P<0.01。张力等 认为本病可在调脑灵基础上从厌食辨证，加

肾阴不足配太溪，肝阳偏亢配太冲（电针）
，痰火壅盛配丰隆。

用不同的药物以运脾开胃，调节脾胃功能。观察 120 例患者，

闪罐取穴大椎、身柱、灵台、筋缩。心脾两虚配心俞、脾俞；

治疗组总有效率 93.33%，对照组为调脑灵原方，总有效率为

肾阴不足配肾俞；肝阳偏亢配肝俞；痰火壅盛配肝俞、肺俞、

73.33%，总有效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的总有效

脾俞。治疗 51 例，总有效率 98%。李建龙[23]等用针刺联合中药

[8]

率高于对照组。于涛、刘霖 认为本病以心肝火旺最为多见，

治疗小儿多动症，针刺取人中、少商、隐白、大陵、申脉、风

治疗法则为清心平肝，豁痰开窍，安神定志，对 76 例 ADHD

府、颊车、承浆、劳宫、上星、会阴、曲池、鬼封穴等，配合

患儿用小柴胡汤合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有效率 90.2%。邢新

口服中药静帅康胶囊口服，治疗 31 例，总要效率 93.5%。西药

婵[9]认为多动症儿童多为肝阳上亢治疗重在治肝，方用小柴胡

对照组有效率 91%，2 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汤化裁，同时多加用重镇与柔静之品，如龙骨、牡蛎、石决明、
白芍、首乌等。若心肝阳盛，常合用甘麦大枣汤。朱海波[10]

3

小

结

认为治疗儿童多动症应注重滋阴养血、活血通脉、疏肝解郁，

近年来由于环境、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儿童多动症的发病

方用合味饮，组成合欢皮、五味子、黄精、酸枣仁等，治疗 58

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此病不仅影响儿童健康成长，而且关系

例患儿，有效率为 91.38%，对照组利地林组 52 例，有效率

国家人口素质，给家庭、学校、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儿

71.15%，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

童多动症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儿童精神病

2.2 专方成药

学家以及广大家长和老师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西药的治疗虽

[11]

运用小儿智力糖浆治疗小儿多动症 95 例，与 87

然显效快，但疗效不稳，停药后容易复发，副作用大，不易被

例口服利他林患儿相对比，小儿智力糖浆治疗儿童多动症疗效

患儿及家长所接受。寻求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是目前国

张柳萍

[12]

与利他林相当，但不良反应少于利他林。吴栋

自拟清热导滞

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医依据个体差异，因人而异，辨证论

汤，方药：生石膏、焦三仙、莱菔子、枳壳、知母、生地黄、

治，取得较好的疗效，并且中药毒副作用小，慢慢为多数患者

丹皮、淡竹叶、炒栀子、豆豉等药，治疗 36 例，治愈率 86%。

及其家属接受。目前中医治疗多动症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本

刘琳琳[13]用益智宁神颗粒（组成：紫河车、熟地黄、石菖蒲、

病的病因病机、辨证分型尚未得到统一，无统一的疗效标准，

远志、泽泻、黄连等。
）治疗儿童多动症 30 例，有效率 90%，

其作用缺乏可比性。中药治疗涉及药物较多，尚缺乏统一认可

与利他林相对照，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王敏建等[14]用精灵

确切认可疗效确切使用方便的药物，中医中药治疗起效及其作

口服液联合利他林治疗多动症对于症状改善显效率 82%，明显

用机制等尚不明确，缺乏客观依据。需加强临床和实验研究。

优于利他林对照组，并多动症合并短暂抽动障碍有效。黄毅[15]
用多动宁胶囊（熟地黄、山茱萸、山药、龟甲、龙骨、远志、
石菖蒲等）结合西药治疗儿童多动症 54 例，总有效率 94.4%，
[16]

疗效明显优于西药对照组。司振阳、隆红梅

认为本病临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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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刀结合针刺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痪的研究现状
Research on treating spastic paralysis after stroke by
needle scalpel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刘明辉 杨 硕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550002）
中图分类号：R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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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风（脑卒中）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和致残率都很高，在脑卒中幸存者中有 3/4 留有残疾，预防残
疾的形成并减轻其影响是脑卒中康复治疗的中心内容。痉挛性瘫痪是脑卒中后严重的后遗症，肢体痉挛状态成为后遗症中最棘手
的问题，是脑卒中康复的核心和难点。能否有效地抑制痉挛，进而诱发部分分离运动，是提高康复效果的关键。因此，寻找有效
地缓解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状态的治疗方法为当前医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综述了中风后痉挛性瘫痪近年针刀、针刺治疗研究
进展，希望能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帮助。
【关键词】 针刀；针刺；中风；挛性瘫痪；研究现状
【Abstract】 Apoplexy (stroke) is the clinical common disease,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 incidence and mutilation rate is very
high, there are 3/4 survivors suffering from stroke become disabled, prevent the formation and impact mitigation is the central element in
stroke rehabilitation. Spastic paralysis after stroke is a serious sequelae, limb spasticity as sequela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stroke, this is the core and difficult. Whether can the spasm be effectively suppressed, and then induced partial separation
motion, it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Therefore,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s looking for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treatment of limb spasticity after stroke,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reating post-stroke by needle scalpel and
acupuncture, hoping to provide better help for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Needle scalpel; Acupuncture; Stroke; Spastic paralysis; Research statu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0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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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脑卒中）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和致残
率都很高，在脑卒中幸存者中有 3/4 留有残疾，预防残疾的形
成并减轻其影响是脑卒中康复治疗的中心内容。痉挛性瘫痪是
脑卒中后严重的后遗症，肢体痉挛状态成为后遗症中最棘手的
问题，是脑卒中康复的核心和难点。能否有效地抑制痉挛，进

-121MS 评分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外展运动改善没有统计
学意义。
3

针刺在中风后痉挛性瘫痪方面的应用

3.1 体针、电针

而诱发部分分离运动，是提高康复效果的关键。因此，寻找有

体针为最临床上最常用的方法，常根据患者偏瘫的部位进

效地缓解脑卒中后肢体痉挛状态的治疗方法为当前医学界的

行选穴。赵艳玲等[2]，采用益气活血通络针法治脑梗塞，穴位

重要课题之一。

以气海、足三里、三阴交等为主，共收集病例 60 例，研究结

1

中风后痉挛性瘫痪的机理

果提示益气活血通络针法的总显效率为 68.3%，总有效率为
85.0%。电针在临床应用最为广泛，马涛[3]选择电针丰隆、阳
陵泉治疗脑卒中后痉挛性瘫痪足内翻患者共计 102 例，总有效

1.1 中医机理
中医认为该病病机总属：①内风动越内风因脏腑阴阳失调
而生；②五志化火；③痰阻脉络；④气机失调；⑤血液瘀滞。

率达到 88.24%。
3.2 张力平衡针法

中医学认为气机失调，经络空虚，内风动越，造成痰浊瘀血，

娄必丹[4-5]认为阴阳失衡是脑卒中后痉挛性瘫痪的主要病

痹阻经络，使阴血不能充盈四肢躯体，肌肉筋脉失于荣养是该

理机制，在肢体表现为阴急阳缓，故采取泻阴补阳法治疗脑卒

病的基本病因病机。其病位在里、在经络、在筋脉。虚、风、

中后痉挛性瘫痪，并强调对于拘急侧与弛缓侧应采用不同的刺

瘀、痰四者兼夹合而为之基本病理基础，五脏失调为本，风痰

激手法，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与传统针法对照，结果张

瘀为标。

力平衡针法组肢体痉挛改善明显优于传统针法组。认为张力平

1.2 西医机理

衡针法对偏瘫肢体功能康复的促进作用优于传统针刺法可能

痉挛脑卒中患者肢体瘫痪发生发展过程中，几乎都会出现
瘫痪肢体肌张力增高或痉孪，这是上运动神经元受损后自然恢
复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现象，是中枢性肢体瘫痪的特征之

是通过多途径、多靶点、多层次、多因子综合整合的结果。
3.3 经筋针法
岳增辉等[6]认为中枢性肢体痉挛状态应从经筋论治，结合

一。关于痉挛的发生机制，目前多认为是牵张反射增强的结果。

恢刺、关刺、蟠针劫刺各自特点：“以痛为输”、“直刺傍之”、

由于中枢神经损伤，来自中枢对相应脊髓节段 a 运动神经元和

“直刺左右、尽筋上”而形成自拟的经筋刺法，临床对 72 例

r 运动神经元的抑制减少，主要是通过中间神经元对 r 神经元

患者进行治疗，效果显著。于学平等[7]采用经筋刺法治疗中风

的抑制被释放，使肌梭兴奋性增高。当肌肉受到牵张时，众多

肢体痉挛状态取得了满意效果，认为经筋刺法能降低中风病人

同步兴奋的冲动沿着 la 类传人神经到达 r 运动神经元，引起同

的肌张力，缓解肌肉痉挛，从而有利于肢体功能的恢复。刘伍

步兴奋的 a 运动神经元数量增加，牵张反射范围扩大，反射增

立[8]通过长期的临床和科研积累将治疗痉挛的方法总结为运用

强，出现痉挛。临床上，脑血管病痉孪状态常与随意运动障碍

“经筋刺法、平衡肌张力针法、针刺督脉与夹脊穴、泻阴补阳

一同出现，又称为痉孪性瘫痪，具有上运动神经元损害的其他

针法、针刺跷脉穴法和针刺特定穴法”缓解脑卒中后肢体痉挛，

阳性症状，如深反射亢进痉孪、Babinski 等病理反射阳性、共

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方法。

同运动、联合反应等。此外，脑血管病痉挛的程度与损伤部位

3.4 头针疗法

有关。脑卒中肢体瘫痪在急性期多为弛缓性瘫痪，随着病程的

孙华[9]等将 120 例中风偏瘫病人随机分为 3 组，头针配合

延续，逐渐出现痉挛，达到高峰后，痉挛程度又逐渐降低，并

醒脑开窍组（33 例）
、头针配合传统针刺组（60 例）
、传统针

出现分离运动和随意运动，这是 Brunnstrom 提出的中枢性运动

刺组（27 例）
，根据患者的神志、语言、肢体运动功能等进行

障碍恢复的典型过程。但在临床上，多数患者痉挛持续的时间

综合评分，观察 3 组临床疗效。结果头针配合醒脑开窍法治疗

相当长，恢复相当缓慢，表现为瘫痪肢体肌张力增高，被动运

中风急性期、恢复期的疗效与头针配合传统针刺法相似，优于

动时抵抗较强，肌萎缩不明显，腱反射活跃或亢进，出现病理

单纯传统针剌法。

反射，肌电图检査看不到失神经电位，时间长久则逐渐转为挛

3.5 芒针疗法

缩状态，上肢表现为肩关节内收、内旋，肘关节屈曲，腕及指

孙善斌[10]等用芒针疗法与口服巴氯芬药物比较，治疗组治

关节均呈屈曲位，而下肢相反，膝、踝关节屈曲困难，呈伸直

疗前后肌张力评分差异大，肌张力降低明显；在降低肌张力、

位。这就是脑卒中患者出现的典型的上肢屈曲及内旋，下肢呈

生活自理能力指数 ADL 提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伸展状，行走呈划圈步态，即 Mann-wernicke 姿态。

义（P<0.05，P<0.01）
。

2

针刀在中风后痉挛性瘫痪方面的应用
[1]

3.6 温针灸
敖金波，李旭英[11]采用温针灸治疗 80 例脑卒中痉挛性偏

针刀疗法康杰 将 40 例患者随机分为 A 组（针刀治疗配

癍患者，结果治疗 15d 后，两组上肢 Ashworth 评分比较无显

合曲安缩松肩关节腔注射）和 B 组（曲安缩松关节腔注射）结

著差异（P>0.05）
，治疗 30d 后，两组 Ashworth 评分比较则有

果：A 组的疼痛评分和外旋动作在 1 周后就有改善，在治疗后

显著差异（P<0.05）
，治疗 15、30d 后，两组下肢 Ashworth 评

2 周和 4 周有明显改善，与基线比较有统计学差异，4 周后的

分均有所下降，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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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P<0.05）
，治疗 15、30d 后，治疗组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

尚未清楚，研究多偏重于临床。目前缺乏统一、标准的治疗方

分，Barthel 指数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

案，对于影响疗效的因素看法不一。在设计上缺乏随机对照研

3.7 其他针法

究，未实现真正的随机化，且样本量大部分都偏小，这都是今

章薇等[12]取阳陵泉为主治疗痉挛性瘫痪。而王秋云[13]采用
分期针灸的方法，在痉挛期取手少阳、手太阴兼取手太阳、足
太阳、足少阴经穴，以电针疏波刺激治疗 64 例，效果优于常

后我们在临床及科研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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