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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中医临床研究及云理论数据库的构建 
编辑寄语 

从疗效入手，发挥中西医优势，为临床医疗服务。95 岁

高龄的国医大师邓铁涛讲：中国医学要超越世界，关键在西医

学习中医，实践中医，弘扬中医，中医药学与新技术革命相结

合，创造中国新医学。西医学习中医，其学术内涵关键是中医

药学与新技术革命相结合，从而在理论层面和临床层面为中医

现代化服务。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一方面

要求在中西医结合自身的专业人才培养中，强化对中医基本理

论和临床技能的培养，中医特色和辨证施治，诊疗思维和临床

学术导向，是培养临床专业人才和硕博研究生的必由之路。另

一方面中西医结合学科要做到跨越式发展，对中医理论和西医

理论的跨越式研究，都要站在学科前沿的最高端，重复和模仿

是中西医结合的初中级阶段，跨越式发展和创新才是中医临床

高端研究的重要课题。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学习什么，

一是中医，二是西医，要做到高起点，高水平，才能实现中西

医结合从中西医汇通和医学衷中参西录到中医现代化的学术

飞跃，简繁并存，中医云理论数据库的构建是中医发展的需要。

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不能停留在两个一般，不能是中医水平

一般，西医水平也一般，而是要培养顶级人才。中医教育事业

和临床研究同样重要，继承是建立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

学术研究可以批判和否定已有的科研结论，但由于受历史科研

水平的限制，现代医学对古典和传统医学，尤其是中国医学的

认识，还是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中

国现代医学，是丰富和发展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 

中医临床研究，中医药经典理论是临床医疗的基本理论和

学术依据，“继承和发扬”，首先是全面继承，而不是各取所需，

断章取义。中医临床研究的开放性研究，是中医与时俱进的试

金石，纯中医是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核心导向，“中医西化”是

以现代医学为主导理念，纯中医和中医西化都不是中医发展的

唯一途径。中医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和中西医并存的时代

特色中的新医学和中国医疗保健体系。学术和医术，既要丰富

和发展中医学术，又要丰富和发展中医临床技术。为临床提供

高水平的中西医医疗保健服务。培养铁杆中医，是中医理论和

临床的高度统一，是“纯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殊途同归。

“天人合一”既是中医的基本理念，也是养生保健的“口头禅”，

大量的养生保健经验需要总结，新观点需要立题和深入研究，

以临床需求为出发点，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中医临床研究

必须有自身的长期规划和重点研究课题。总结多年来，科研成

果不能转化并为临床医疗保健服务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定符合

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的科研规划和临床

研究课题，是保证实现中医持续发展和跨越式研究的关键。天

人合一，阴阳五行，精气神，气血水火，体质研究，中医临床

研究面临越来越开放的学术研究氛围和临床研究热点。宽松的

学术环境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强化中医临床研究的最

佳学术氛围。中医临床研究是开放式的多维研究和创新，是为

临床中西医提供学术参考和研究信息的载体。总结和推广国医

大师的临床学术理念同中医临床研究相结合，一方面是要重视

对中医四大经典的学习，另一方面是全面提高中西医临床医疗

保健水平。学术经验和临床技能的总结和运用。中医“阴阳五

行和精气神”理论及中西医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丰富和发展

医疗保健体系，强化中医的继续教育理念。创建临床研究型医

院，是中医院校及临床医院发展的一种很好的模式，中医讲“天

人相应”，中医古典书籍及理论体系中，取类比象，融汇贯通，

从简单的自然现象中，感悟精深的健身和养生之道，“节食，

节欲，养生”成为健康保健的基本途径。科学养生，合理用药，

中西医汇通，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模式。营养不足

和营养过剩，殊途同归，两者都是形成人体正气虚弱的不同形

式，但目前，营养过剩所形成的“代谢综合征”是人类新疾病

谱的主要病因，并可促进“肿瘤”的形成和转移。营养保健，

养生健体是增强体质的主要途径。中医《内经》以很大的篇幅

讲人体生理和养生保健，针灸和方剂研究以及“五运六气”是

构成《内经》的主要框架体系，并同中医临床研究和成果普及

以及信息推广具有重要的现实和临床意义。中医云理论数据库

及临床中西医对神经系统和神经末梢、树突状细胞网络、网状

内皮系统，心血管和微循环，淋巴和免疫系统对人体线性信息

及非线性信息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及其同中医临床研究的切

入点，是深化和丰富发展中医基本理论和促进临床辨证施治的

必由之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是中医临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坚持中医的主体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丰富和发

展中医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全国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研讨会上

指出：中西医结合工作必须服务于我国卫生发展与改革的大

局，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要坚持取两者

之长，发挥其各自优势。西医学习中医，要防止浮光掠影、浅

尝辄止，要注重遵循规律、掌握精髓、准确运用；中医学习西

医，要防止妄自菲薄、固步自封，要注重坚持特色优势，掌握

现代科技，不断与时俱进。坚持开放包容，在学术上，坚持“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通过不同途径、采取不同方法进行

探索创新。坚持和落实上述论断，是贯彻王国强同志关于“西

医学习中医”的讲话精神，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基本点，以顶级

西医科研成果为出发点，探索中医的高起点和跨越式发展规

律。中医临床研究也必须坚持中医为主体，深化中西医临床研

究，才能为医疗保健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临床学术氛

围，为丰富和发展中医药临床工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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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对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作重要批示  

激发中医药发展活力和潜力  
   1 月 16 日，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会前作出重要批示：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

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2013 年，全国中医药系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中医药事业有了新发展，为维护和增进人民

群众健康水平作出了新贡献。在此谨向全国中医药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科学谋划中医药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积极参与

深化医改，进一步激发中医药发展的活力和潜力，大力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中医药报//柴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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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管减排除血瘀和方剂学理论在临床中的应用 

论改变生活方式和临床处方的组合多样性 

Application of vascular exclusion of blood stasis and Prescription Theory in 

the clinic On combination diversity of changing lifestyle and clinical 

pr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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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仰宗 

（海军总医院，北京  海淀，100048） 

【摘  要】生活方式在健康份额中占 60%，而医疗因素占 8%。由此可见生活方式管理在保健医疗中的关键作用，脉管减排除

血瘀和有效的生活方式管理是提高临床疗效和个人健康的主旋律。健康生活方式是需要培养的，培养的主动性在自己。生活方式

管理的观点，就是强调个体对自己健康负责。方剂学理论就是在“天人合一”观念指导下，从整体及辨证施治层次，重视对生活

方式的管理。从而将个人健康管理中的每一个细节，同临床保健医疗方案的动态管理，实现辨证施治的多元化管理对策。心脑血

管疾病和肿瘤分别占总发病率的第一和第二位，强化生活方式管理。无疑会对增强疾病治疗的临床疗效产生重大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方剂学理论；运动处方；生活处方；饮食处方；混合饮食；脉管减排除血瘀；控制论 

   【Abstract】Life style accounted for 60% share in health, and medical factors accounted for 8%. Thus life style management played a 

key role in health care. Vascular exclusion of blood stasis and effective life style management is the theme in improv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personal health. A healthy lifestyle needs to be cultivated, and the initiative of cultivating is in themselves. The view of life style 

management is to emphasize the individual being responsible for his health. The prescription theory 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oncept, from the overall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level, paying attention to lifestyle management. The 

details of each individual health management, dynamic management and clinical health care plan,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management 

strategy of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Cardio 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s and tumors accounted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of the 

total incidence, strengthen life style management. It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hancing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ment of 

diseases. 

   【Keywords】Prescription theory; Exercise prescription; Life prescription; Diet prescription; Mixed diet; Vascular exclusion of blood 

stasis; Control theory 

运用中医方剂学理论原理，优化生活保健，医疗养生各个

环节各种药物及食品的最佳组合，在生理、心理、社会、环境

层次，实现更高层次的优化组合，提高药物和手术治疗的效果，

使人生更幸福和美好。提高围手术期及康复期疗效，构建保健

支撑平台。从食物的搭配混合，到中药的复方及群方和中西医

合璧的“脉管减排除血淤”微创手术都要放在人体健康这个大

局中或全局中去考虑，多元性和全方位理念是依据“天人合一”

原理去解决临床问题的关键。作为一门系统学工程，方剂学理

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广，使用面越来越大。一个好的临床治疗

方案，不仅仅是在医院完成的，一个全方位的包括饮食、运动、

保健养生的多层次混合性组合，才是一个完美的最佳保健医疗

组合方案。方剂学理论是较艾滋病治疗中的“鸡尾酒”疗法更

高层次的辨证疗法和医疗保健多层次组合方案，一种更为科学

合理的健康“鸡尾酒”疗法，将为更多人群所接受。运动处方，

生活处方，生活方式也成为一门复杂而简单的生活常识。复杂

是因为它的多样性，简单是因为只是多个简单生活方式和临床

保健医疗措施的简单组合。醋和鸡尾酒只是在本文中从"药食

同源"的角度举的一个小例子，它如同其他单个音符一样，在

方剂学理论这个交响乐符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却为同一首

歌服务。临床医疗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可以做到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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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单的生活组合处方，到复杂的系统的保健医疗组合方案，

是中医“天人合一”理念在方剂学理论研究，在临床中的应用

研究，中医和西医，古代和现代，复方和群方，系统论和控制

论，多种保健医疗措施的综合运用是人类健康研究的必由之

路，在完善和丰富微创“脉管减排除血瘀”手术中同样要将其

放在人体健康这个多元性的全局中去考量，才能提高其临床疗

效。健康= 60%生活方式 + 15%遗传因素 + 10%社会因素 + 8%

医疗因素 + 7%气候因素。由此可见生活方式管理是新兴起的

个人健康管理中一个重要策略。健康生活方式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主动性在人们自己。生活方式管理的观念就是强调个体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was used, and life care 

was optimized,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medical health, each link 

of various medicine and food. In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environmental level, achieve the optimum combination of 

higher level, improve the medicine and operation treatment effect, 

and make life more happy and beautiful.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operation period and recovery period, construction of health 

support platform. From the food mixed to compound and group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combination 

"vessel minus excluded blood stasis" minimally invasive operation 

should be put consideration into the situation of human health, 

pluralistic and all-round concept is based on "harmony" principle 

to solve the key problem of clinical question. As a system 

engineering, the field of study on prescription theory has been 

much wider, and the use of it has been much broader. A good 

clinical treatment scheme, not just in the hospital, a full range of 

including diet, exercise, multi-level mixed combination of health 

care,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he best medical care scheme. The 

prescription theory is a scheme which has higher level of the 

"cocktail" treatment of AIDS combined with health care 

multi-level, a more healthy "cocktail" therapy of science and 

ration will be accept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Exercise 

prescription, life prescription, and life style have become a 

common sense of a complex and simple life. The complex is 

because of its diversity, simple is because of its simple 

combination of a few of life style and the clinical health care 

measures. A small example of vinegar and cocktails was just lift 

from the "medicine food homology" point of view in this paper; it 

was similar to other single note in this prescription theory 

symphony, which played a different role, but for the same song 

service. Clinical medical cannot do everything, but can be done 

more perfect. Live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imple prescription, to 

health care combination scheme of complex system, i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oncept in 

the theory of science of prescriptions, application in clin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cient and 

modern, compound and group party, system theory and control 

theory, the integrated use of a variety of health care is the route 

one must take research on human health, in the rich and perfect 

"minimally invasive vascular exclusion of blood stasis in the same 

reduction" operation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human health the 

diversity of global to consid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 15% + 10% genetic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 8% 

medical factors + 7% climatic factors of health = 60% life style. 

Thus life styl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in the new 

rise of personal health management. A healthy lifestyle is to 

nurture, cultivate their initiative in people. Lifestyle management 

is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 health. 

1 一般组合处方的生活意义 

    饭菜是一个简单的饮食组合，油盐酱醋酒是这个简单组合

的辅料。不同的饭和菜由不同的主食和副食构成，可以讲是由

不同的饮食处方组合而成。这种组合是简单的组合，生活方式

是更复杂的组合形式。探讨“脉管减排除血瘀”在生活方式这

个大组合中的作用，是将“脉管减排除血瘀”置于“天人合

一” 这个顶极组合中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同样是一种辨证施

治。 1775 年，移民美国纽约阿连治的彼列斯哥，开了一家药店，

制造各种精酒。一天，他把鸡蛋调到药酒中出售，获得一片赞

许之声，从此顾客盈门。后来传成英语“鸡尾”。从此，鸡尾

酒便成为人们喜爱认同的混合酒。醋，起源于酒，其实在成酒

过程中，先成酒、后成醋，酒为乙醇，醋为乙酸。二者在功效

上区别很大，酒提供大量的热量并具一定的兴奋性和刺激性，

在这里作者并不是提倡饮酒，只是从鸡尾酒的多样性和混合性

层次，阐述方剂学理论的合理性和多样性组合。菜中有醋，宴

席有酒，无酒不成宴，小菜到碟，大菜成碗，酒菜成桌，组合

是其特点。由单种菜到多种菜的宴席，菜的种类成倍增加。实

现了由简单到复杂的饮食组合。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方剂学

理论”构建解决方案，将比“鸡尾酒”更多更普遍。其实用性

也将更普及和提高。作者并不提倡宴会食俗，只是强调饮食生

活中，五谷杂粮的有机搭配，饭菜间的有机混合，糖类食品同

蔬菜的混合食用，将极大地降低糖的吸收速度，并使其呈匀速

吸收，从而避免一过性及持续性高血糖。饮食中的巧搭配，主

食和辅食的搭配，更重要的是饭和菜的混合程度和量的变化。

混合是关键，在“方剂学理论”指导下，这种混合更科学更合

理。醋是一种原生态的调味品和保健饮用品，经常喝醋能起到

消除疲劳等作用。在古代称“酢”。“酢”字在周代以前已有，

日本仍用酢字称醋。据说，“醋”字是中国大思想家老子发明

的。醋中所含的丰富有机醋，可以促进人体糖的代谢并使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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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疲劳物质乳酸和丙酮等被分解，从而消除疲劳。醋有一定

抗衰老作用，可以抑制和降低人体衰老过程中氧化物的形成。

食醋有软化血管、降血脂、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扩张血管，有

利于降低血压，防止心血管疾病及缓解动脉硬化的发生；可使

人体内过多的脂肪转化为体能消耗，并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

代谢，故有一定的减肥作用。醋调节血液的酸碱平衡，维持人

体内环境的相对稳定。食醋中还含有抗癌物质。在宴席上，酒

水以及所有菜中的醋，当醋融入菜中，酒喝入口中，“食药同

源”在研究方剂学理论上，在临床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酒

和宴席是一个组合，醋和菜是一个组合，如果将酒和菜看作一

个大的组合，又将生活和养生保健看作一个复杂的组合，而这

些组合再加上医疗方案这块系统组合，可以讲这不仅是系统组

合，而且是控制论在方剂学临床应用中的深入研究和发展。一

个简单的医疗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局部的症状，而是整体

问题或病变在局部的表现，“脉管减排除血瘀”同样是一个整

体病变在局部的解决。 

1 The life mean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prescription 

    The food is a simple diet combination; daily necessary of 

wine is the simple combination of accessories. Different rice and 

vegetables by different staple and non-staple food, it can be said is 

a prescription diet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This combination is a 

simple one, life style is a combination of more complex forms. 

Discussion on "eliminating blood stasis vascular reduction" in the 

life style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reduction of blood 

vessel," in "heaven" the climax combined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problems. Also it is a kind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1775, New York, the Biliesige immigration America 

Lynch, opened a drugstore, manufacturing all kinds of fine wine. 

One day, he put the egg to sell wine, and then got a piece of praise 

from customers. Thus English word "cocktail" came into being. 

From then on, cocktail became mixed liquor popular identity. 

Vinegar, originated from the wine,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wine, 

first wine, then vinegar, wine called alcohol, vinegar named acetic 

acid. The two difference in efficiency, wine provides a large 

quantity of heat energy and excitement and stimulation of certain, 

here the author doesn’t advocate drinking cocktails, just from the 

diversity and mixed layer, elaborating the prescription theory and 

diversity combination. Vinegar dishes, banquet with wine, no wine 

no feast, diamondback to plates, dishes into bowls, wine and 

dishes into a table is a combination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 single 

dish to dish banquet, food specie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and it 

was realized by the simple to complex diet. In daily life, the use of 

"building a solution prescription theory" is more popular than the 

"cocktail". In fact, use of it will be more popularized and improved. 

The author does not advocate the banquet food, jus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diet lif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ereals, 

organic mixed meal room, mixed carbohydrate food with 

vegetable, which will greatly reduce the rate of absorption of sugar, 

and make it a uniform absorption, thus avoiding a transient and 

persistent hyperglycemia. The clever with diet, with the staple 

food and food supplement, more important is the change of mixed 

degree and the amount of rice and vegetables. Mixing is the key, 

in the "guidance Prescription Theory", more scientific and more 

reasonable. Vinegar is a kind of natural spices and health drink. 

Often drinking vinegar can serve to eliminate fatigue effects. In 

ancient times, "vinegar" was called "Zuo". "Vinegar" existed 

before Zhou Dynasty; Japanese still use the word "Zuo" instead of 

vinegar. Reportedly, "vinegar" is the word which was invented by 

Chinese thinker—Lao Zi. Vinegar contains rich organic, and it can 

promote the body metabolism of sugar and the muscle fatigue 

substances such as lactic acid and acetone was decomposed, 

thereby eliminating fatigue. Vinegar has a certain anti-aging effect, 

and it can restrain and reduce the formation of oxides of human 

aging process. Vinegar can soften blood vessels, lower blood 

lipids, cholesterol lowering effect; the dilation of blood vessels, 

reduce blood pressure, prev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relieve 

the incidence of atherosclerosis; can make the body too much fat 

into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romote the human body sugar and 

protein metabolism, so it has a certain effect of weight reduction. 

Vinegar can regulate blood acid-base balance, and maintain the 

human body environment relative stability. Vinegar also contains 

anti-cancer substances. At the banquet, the vinegar of drinks and 

all the dishes, the vinegar into the dish, drink in the entrance, 

"edible" in the study of prescription the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wine and the banquet is a combination, 

vinegar and vegetable is a combination, if the wine and food as a 

large portfolio, and the life and health care as a complex 

combin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system combined 

medical scheme, can say this is not only the system combination, 

but also it is control theory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rescriptions theory. To solve a simple 

medical problem, is not just a local symptom, but the overall 

problem or lesions in the local performance, "reducing blood 

vascular exclusion" is also a whole lesions in the loca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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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剂学的临床意义 

中医方剂学是研究治法与方剂配伍规律及其临床运用的

一门学科。讲究“君、臣、佐、使”及引经药。药味的增减变

化，药量的增减变化，剂型更换变化均体现了方剂的组成和疗

程变化。单方、复方、群方，群方是多个复方在临床中的应用，

也是方剂学理论在临床医疗中的进步和创新理念。最早记载方

剂的医书是《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载方 13 首，东汉张

仲景《伤寒杂病论》创造性的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共收藏方剂

314 首，为“方书之祖”。中医方剂学的理念已融入日常生活和

临床医疗及养生保健领域。医疗保健观念的转换，首先是保健，

保健是临床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预防和早期治疗及中医治

未病的主要内涵，离开保健养生的基础，临床医疗将成为无根

之树和无源之水。保健医疗互为因果不可分割。中医方剂学理

念的扩展，不仅仅局限在中药处方的配伍范围，将是从养生保

健和临床医疗及内科到外科以及临床各科间的有机组合。内治

和外治，保健和医疗是一个大的医疗保健综合体。由单一保健

医疗到多层次、多方位、多维的复合医疗保健理念，是中医方

剂学在临床医疗的扩展和丰富。从古到今，中药单方、中医复

方，中医方剂学和中西医结合的综合医疗保健措施，是现代医

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醋和鸡尾酒只是在讲方剂学理论时举的一

个简单的常识性的例子，其实不同的组方，可以为一个共同的

目的服务。醋和鸡尾酒不再是生活中调味品和乐趣，而是中医

方剂学理论在食疗复方中的发展和丰富。醋和酒在调整人体热

平衡中，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适度和少量饮酒，适量用醋，

在“方剂学理论”指导下，是从生活到保健养生及临床医疗的

综合医疗保健干预，是丰富和发展中医“天人合一”理论和方

剂学理论的必由之路。辨证施治是中医方剂学理论及临床应用

的灵魂。医疗保健措施和复方选择的时机、量和度，疗程和生

活方式，将决定临床组方效果和预后。按照中医“君、臣、佐、

使”原则，不同的药物和保健或治疗干预可以起到异曲同工之

效。鸡尾酒是多种酒的混合，醋是长年累月和一生中，饭菜中

离不开的调味品和有益饮品，鸡尾酒和醋都是生活中饮食中的

巧搭配、尤其是“醋”是生活和人体生理离不开的。生活中食

品的一般组合，饮食和运动的组合，保健和医疗的组合。构成

了由低级到高级的生活和生命主旋律。形神合一、天人合一，

各种组合由小到大，由个性化到整体，形成人生的交响曲。中

医方剂学按他自身的规律同人体健康的完美结合，方剂学理论

和辨证施治，构成了有别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开

创了方剂学理论的多元性和整体性格局，使人类在“天时地利

人和”及“天人合一”高端健康管理方案中、在多元性管理层

次把握保健医疗的方向和细节，从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将“脉

管减排除血瘀”同生活保健医疗各个环节相促进，必将扩展神

经血管功能学术研究的新领域。醋和鸡尾酒在生活中广泛使

用，在生活这个多元组合中是一个小插曲，但它却是人类探讨

优化组合的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选择。醋和鸡尾酒既是组合中

的个体，又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方剂学理论中属于初级组

合， “脉管减排除血瘀”属医疗中的高级组合，健康保健组合

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将“脉管减排除血瘀”放在健康医疗管

理方案的核心和靶向位置，“脉管减排除血瘀”同身体各功能

脏器的互动和影响，对神经血管功能的健康和康复具有重要作

用。 

2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rescription theory 

Chinese medicine is a subject of study the therapeutic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 rules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Pay 

attention to "monarch, minister, assistant," and cited by the drug. 

The change of drugs, dosage form change, and change reflects 

both the composition and treatment prescription changes. 

Unilateral, compound, group is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compounds in clinical pharmacology theory, but also in clinical 

medical treatment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The earliest books 

recorded prescription is "fifty-two diseases". "Huangdi Neijing" 

contained 13 prescription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Zhang 

Zhongjing "typhoid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creative 

financing mechanism in one, collection of a total of 314 formulas, 

"square books progenitor". Chinese medicine concept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daily life and the clinical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care field. Convert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re, the first is 

health, healt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linical medical, prevention 

and early treatment and treatment of main connotation not disease, 

leaving the foundation of health care, clinical medical treatment 

will become the tree without roots and passive water. Health 

reciprocal causation is inseparable. Expans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not only limited in the range of compatibility of 

prescription theory, but also it will be a combination from health 

care and clinical medical and surgical and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to clinical departmen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treatment is a major medical complex. By 

a single health care to the composite health care concept 

multi-level, multi-faceted, multi-dimensional, is Chinese medicine 

in clinical medical and rich extension. Since ancient times,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ombination of comprehensive 

medical care measur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medical. 

Vinegar and cocktails just telling the prescription theory is for a 

simple common sense example, in fact different formula, for a 

common goal service. No longer are vinegar and cocktail 

condiment and pleasures in life, but to develop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in the compound and rich diet. Wine and vinegar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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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of human body thermal regulation, has the certain medical 

effects, the moderate and small amounts of alcohol, the amount of 

vinegar, in "guiding Prescription Theory", is from life to health 

care and clinical medical comprehensive health care intervention, 

is ri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armony" 

theory and the prescription of TCM theory of the route one must 

tak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he sou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Selec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nd compound time, quantity and degree, course and way of 

life, will determine the clinical prescription effect and prognosis.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edicine "monarch, minister, assistant, 

make" principle, different drugs and health care or treatment 

intervention can play different approaches but equally satisfactory 

results. Cocktail is a mixture of wine, vinegar is Months and years 

pass by. And life cannot do without seasoning and beneficial drink 

food, cocktails and vinegar are life in the diet with clever, 

especially the "vinegar" is life and the human body cannot do 

without.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the life of the food, the 

combination of diet and exercise, combined health and medical. It 

formed life and the main melody of life from lower to higher.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small to large, from whole to individual life, the 

formation of the symphony. Chinese medicine according to his 

own rules of perfect combination with human health, science of 

prescription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o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headache medicine head, limitation of 

piecemeal, created a prescription theory of diversity and unity, 

make life in the "right time" and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igh-end health management plan, in the pluralistic 

management level to grasp the health direction and details, so as to 

create more wonderful Life. The "vascular exclusion with blood 

stasis by" all aspects of life of health promotion, new research 

field of academic neurovascular function expansion will. Vinegar 

and cocktail is widely used in life, in the life of this multivariate 

combination is a small episode, but it is the optimum composition 

of a kind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oice. Vinegar and cocktail is a 

combination of individual, and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hole, 

belong to primary combination in the prescrip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remove blood stasis vascular reduction" 

advanced portfolio belongs to medical health care in combination, 

which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overall existence, will be 

"reduced to exclude vascular blood stasis" position in the core and 

targeted health care management plan, "reduction of blood stasis 

with vascular exclusion" body each organ of interaction and 

impact, the nerve and blood vessel function in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has an important role. 

3  “天人合一”组合对临床保健医疗效果的影响 

脉管减排除血瘀，用微创手术将血管、淋巴管、神经末梢、

汗腺，皮脂腺以及组织细胞混合液排出体外，达到降低血小板

和红细胞聚积性及血液粘稠度，改善血液微循环，恢复和促进

神经血管功能，在“气血湿炎虚”五证层次，调整人体生理状

态，是将中医血瘀证用现代微创技术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治疗模

式。经络是人体脉管系统的顶级结构，《黄帝内经》中多处提

到人体动脉，中医“三部九侯”也是观察人体气血状态，尤其

是动脉的动态变化。在人体生理功能这个大局中，醋是正面形

象，酒是负面形象，但醋和酒作为生活饮食中的调味品和助兴

作用，在中医方剂理论和人体健康这个大处方中，同样体现着

“方剂学”理论在饮食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药食同源”

理论中讨论方剂学理论在生活和临床中的应用。血瘀证患者，

一方面进行“脉管减排术”，一方面要节食减肥。高血糖、高

血脂、高胆固醇中，高糖是病因之首，糖化血红蛋白减少了血

红蛋白运氧的能力，减低了血红蛋白对氧的亲和性，形成低血

红蛋白症。另一方面，糖化血红蛋白一旦形成，其运氧和携氧

功能即丧失，并且是不可逆的。因此，高糖和低氧是因果关系，

而低氧是生理功能降低的主要病因。用全局观念看待方剂学理

论在临床中的应用，在“天人合一”理念中，富营养就是增加

耗氧和热量，高血糖形成的糖化血红蛋白也是造成低氧状态的

主要病因。因此，在“脉管减排除血瘀”中，手术是一方面的，

各种辅助治疗及养生保健必须协同配合，才能更好的体现“方

剂学理论”在临床应用的整体性和辨证性。“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是从全局观点、谈健康和人生奋斗。如果从“战

略、战役、战术”层次看问题，“方剂学理论”囊括了从生活

到工作及心理和医疗保健工作的各个层次。“生命在于运动”，

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保健医疗的临床干预，饮食休闲同等重要。

方剂学理论只是一种临床治疗模式和概念，如果“脉管减排除

血瘀”没有饮食、生活、休闲、养生、保健以及其它保健医疗

措施的有机配合，效果一定是不彻底的。将保健和治未病放在

医疗的前面，也是预防为主在临床中的体现。生活方式的改变，

医疗模式和理念的改变。“方剂学理论”在饮食生活，保健养

生，综合医疗中的推广和普及，必将从控制论和系统工程层面

去看待这个重要保健医疗课题。“天人相应”是从更高的层面

去看待食物间，药物间，人与自然，疾病与健康，生活方式与

人类生存的重大命题，而生活和保健，医疗与养生，手术与非

手术间的科学组合，将是人类保健和疾病康复的最佳选择。食

物的混合，中药的复方，多个复方的组合到群方和医疗保健性

的健康管理方案，是人类养生保健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和进

步。个性化医疗保健方案更具整体性和辨证性。“天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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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从哲学和科学高度和

层面去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共生共荣关系。从人体生理和

临床疗效讲，“天人合一”是研究人体能量发挥到最大化和极

致的最大公约数。 “天人合一”保健医疗模式的推广和普及，

才是提高和扩展保健医疗事业的必由之路。 

3  The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clinical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treatment 

Vascular exclusion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operation by 

blood stasis, vascular, lymphatic vessels, nerve endings, sweat 

glands, sebaceous gland tissues and cells mixed liquid discharged 

in vitro, reduce platelet and red cell accumulation and blood 

viscosity, improve blood microcirculation,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urovascular function, in the "blood wet 

inflammation empty" five cards, adjust human physiological state, 

is 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blood stasis syndrome of TCM 

with modern minimally invasive technique combined with.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is the top structure of human vascular 

system, "Huang Di Nei Jing" in many references to human arteri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ree Jiuhou" is also observed in 

human blood, especially the dynamic changes of artery. In the 

human body's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vinegar is a positive image, negative image of wine, but wine and 

vinegar as a condiment which is added to the fun of life in the diet, 

in the prescrip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human health in the prescription, embodies the "prescription" 

theory in the role of diet. More important is,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Prescription Theory in the clinic and life in the 

"medicine food homology" theory. Patients with blood stasis, on 

the one hand, "vascular reduction technique", on one hand we 

should go on a diet to lose weight. High blood sugar, high fat, high 

cholesterol, glucose is the cause of the first,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decreased hemoglobin oxygen carrying capacity, 

reduced hemoglobin affinity for oxygen, forming a low 

hemoglobin disease. On the other hand, o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oxygen transport and oxygen carrying 

function is lost, and is not reversible. Therefore, high glucose and 

hypoxia is a causal relationship, while hypoxia is a major cause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s reduced. Application of a holistic view of 

Prescription Theory in clinical practic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oncept, and rich nutrition is the increase of oxygen 

consumption and heat, high blood glucose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formation of main causes of hypoxia state. Therefore, 

in the "reduction of blood stasis, vascular exclusion" operation is 

on the one hand, various adjuvant therapy and health care must 

cooperate, to better reflect the "prescription" theory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ntirety and dialectical. "Self-cultivation, family, 

country, even world" is from the global view, health and life. If 

you look at the problem from a "strategic, tactical level, the 

battle," "Prescription Theory" encompasses everything from life to 

all levels of work and psychological and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Life is movement", the change of life style and health care of 

clinical intervention, diet leisure is equally important. Theory is a 

kind of clinical treatment model and concept of prescrip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f "organic complex vascular 

exclusion of blood stasis by" no eating, living, leisure, health, 

health care and other health measures, effect is not completely. 

The health care and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on the health 

front is reflected mainly in the clinical prevention. Life style 

changes, the medical model and the concept change. "Prescription 

Theory" in the diet, health care, comprehensive health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will be looked on this important health issue 

from control theory and system engineering leve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n and universe" is from a higher 

level to look at food, drugs, human and nature,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major proposition of life style and human survival, life and 

health, medical and health, operation and non-oper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will be the best choice for rehabilitation of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Mixtures of food, medicine compound,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compound to the group and the medical 

care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is the human health from 

lower to higher leap and progress. Personalized health care plans 

become more holistic and dialec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n and univers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rmony" is the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height and level to 

realize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From the physiological and clinical efficacy, 

"harmony" is the study of human energy to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and maximum extreme. "Heave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edical mode is to improve and extend the route one must take 

health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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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评价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本院 76 例经临床及结肠镜检查确诊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按随机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和单纯西医治疗对照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采用巴柳氮加中医综合治疗方案，西药对照组

给予单纯巴柳氮治疗。疗程均为 3 个月，对有效病例随访 12 个月，主要观察临床综合疗效、中医证候积分和复发率。结果:在临

床综合疗效方面，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和对照组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而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完全缓解率和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

(P<0.05)；动态观察治疗后 4周、8周、3 个月及随访的症状积分，两组均能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其中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疗效优于

对照组(P<0.05)；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 12 个月后随访时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中

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治疗 UC 在临床近期疗效、远期疗效方面，均明显优于西药巴柳氮组，在抗复发方面更显示出其巨大的优势。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溃疡性结肠炎；巴柳氮 

【Abstract】Objective:Integrative evaluation of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Method:The clinical and hospital 76 

cases diagnosed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colonoscop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alone control group,Integrative treatment group balsalazide plus TCM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rogram,West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lone balsalazide therapy.A course of three months,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2 months, effective,The main 

observation comprehensive clinical efficacy,TCM syndrome score and recurrence rate.Result:Comprehensive clinical efficacy,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While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Dynamic observation and treatment after four weeks, eight 

weeks, three months and follow-up, symptom scores,Group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cluding Integrativ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at 12 months follow-up after recurrence rate than the control 

group,In comparison,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Conclusion:Integrative Medicine program term efficacy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UC, long-term efficacy,Balsalazid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In the anti-recurrence but also 

shows its great advantages. 

【Keywords】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Ulcerative colitis; Balsalazide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发生在结、直肠黏

膜层的一种弥漫性的炎性反应性病变。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

腹泻、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发病可缓渐或突然发生，多数

患者反复发作，病程呈慢性经过，发作期与缓解期交替。其发

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本病往往迁延不愈，反复发作，后期

易导致肠纤维化，甚则恶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现代难治病

之一。由于本病发病机制复杂，目前西医尚无特异性、针对性

治疗手段。中医在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指导下，辨病与辨证相

结合，中药内服与灌肠、栓剂相结合，治疗手段灵活多样, 从

2008 年至 2012 年本院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38

例，经临床观察，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来自 2008 年～2012 年本院门诊和住院患者，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76 例患者，随机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38

例，对西药治疗对照组 38 例。治疗过程中脱落 5例,为观察中

自然脱离、失访者(包括治疗过程有效，但不能完成整个疗程，

以致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和安全性判断者)，最后有效病例 71

例，其中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36 例，西药治疗对照组 35 例，中

西医结合治疗组 36 例中，其中男 21 例，女 15 例，年龄 15～ 

69 岁，平均（39.52±7.86）岁，病程 3 个月～13 年，平均

（3.75±1.31）年，病变范围：左半结肠炎 22 例，全结肠炎

14 例。病情程度[1]
：轻度 12 例，中度 15 例，重度 9 列。临

床类型：初发型 7 例，慢性复发型 20 例，急性暴发性 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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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持续型 4 例。对照组 35 例，男 18 例，女 17 例，年龄 15～

78 岁，平均（41.68±7.53）岁，病程 4 个月～11 年，平均（3.47

±2.64）年。病变范围:左半结肠炎 20 例，全结肠炎 15 例。

病情程度：轻度 11 例，中度 15 例，重度 9 例。临床类型：初

发型 8例，慢性复发型 18 例，急性暴发性 4 例，慢性持续型

5 例。临床表现有持续性或反复发作的腹泻、粘液浓血便伴腹

痛，里急后重和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结肠镜检查：病变多从

直肠开始，呈连续性、弥漫性分布，黏膜血管纹理模糊，紊乱

或消失、充血、水肿，质脆出血，脓性分泌物附着。亦常见黏

膜粗糙，呈细颗粒状，病变明显处可见弥漫性、多发性糜烂或

溃疡。两组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 

符合溃疡性结肠炎的西医诊断标准，采用 2007 年济南中

华医学会第七次全国消化病学术会议制定标准
[1]
：选择临床类

型属于初发型、慢性持续型、慢性复发型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

患者，入选病例以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为主，重度者则大便一

天不超过 10 次，不需紧急或抢救治疗者。排除标准：合并心

血管、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

患者，有严重并发症，如局部狭窄、肠梗阻、肠穿孔、

肉、中毒性结肠扩张、结肠癌、直肠癌及肛门疾病者。 

1.3 中医证候标准 

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在重

庆制订的《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 2003 》
[2]
，制订临床中医证候标准，①活动期：中医辨证为大肠湿热、

毒热内蕴证型。主症：腹泻便溏，黏液脓血便，腹痛，里急后

重，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或濡数。次症：肛门灼热，身热，

下腹坠痛或灼痛，口苦，口臭，小便短赤。证型确定:具备主

症 2 项(第 1 项必备)、次症 2 项；或主症第 1 项,次症 3 项。

②恢复期：中医辨证为脾胃虚弱、湿热瘀阻证型。主症，腹泻

便溏，黏液脓血便，血色紫暗，腹痛，里急后重，舌质淡、胖、

暗或有齿痕,苔薄腻或黄腻，脉沉或沉滑。次症：腹胀、肠鸣，

纳呆，肢体倦怠，神疲懒言，面色萎黄。证型确定：具备主症

2项(第 1项必备)、次症 2项；或主症第 1 项,次症 3项。③缓

解期：中医辨证为脾气亏虚、瘀阻肠络证型。主症：腹泻便溏，

大便夹有黏液或少量脓血，食少纳差，食后腹胀，舌质暗或有

瘀点、瘀斑,苔薄白，脉细涩或濡缓。次症：腹胀肠鸣，腹部

隐痛喜按，肢体倦怠，神疲懒言，面色晦暗，肌肤甲错。证型

确定：具备主症 2 项(第 1 项必备)、次症 2 项；或主症 1 项,

次症 3项。 

1.4 结肠镜判断标准 

肠镜下对炎性反应严重程度的判定标准参照改良的 Baron 

评分标准正常黏膜图象：轻度病变(血管纹理模糊，黏膜充血

但无出血)，中度病变(黏膜呈颗粒样变化)，重度病变( 黏膜

溃疡并自发性出血)。 

1.5 治疗方法 

1.5.1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采用巴柳氮加中

医综合治疗方案，中医采用分期、分部位的综合治疗方案。 

1.5.1.1 分期治疗：分为活动期、恢复期、缓解期进行辨证治

疗。活动期:主要是湿邪为患，标实邪盛为主要病机特点，治

疗以祛邪为主，给予清热化湿解毒、消积导滞。恢复期：以正

虚为主,但邪气依然存在,正虚邪恋是其病机特点。治疗以扶正

为主，兼以祛除余邪，标本兼治。给予健脾益气、化湿解毒。

缓解期：脾气亏虚、瘀血阻滞为本阶段的主要病理变化，给予

健脾益气、活血化瘀。 

1.5.1.2 分部位治疗：病变部位在降结肠以上及全结肠者给予

灌肠剂，保留灌肠或肛门滴注。中药主要辨证与用方：①大肠

湿热证：主要用白头翁汤，其次用香连丸合白头翁汤或芍药

汤，次用葛根芩连汤。②脾肾阳虚证：附子理中丸或四神丸或

真人养脏汤。③脾胃虚弱证：参苓白术散或香砂六君子汤。④

肝郁脾虚证：主要用痛泻要方，其次用痛泻要方合四逆散或柴

胡疏肝散。⑤血瘀肠络证：少腹逐瘀汤，次用膈下逐瘀汤。⑥

寒热错杂证：乌梅汤或半夏泻心汤。⑦脾虚湿热证：连理

汤。⑧津伤血虚证：驻车丸。疗程 3 个月，随访 12 个月，

直肠息     观察复发情况。 

1.5.2 西药对照组：活动期给予巴柳氮治疗 1.5g，分 3次口服；

缓解期改为每日 1.5g 维持缓解巩固治疗，疗程 3 个月，随访

12 个月，观察复发情况。 

1.6 疗效评判标准：综合疗效评定标准[3-4]
： ①完全缓解:临床

症状消失,结肠镜检查黏膜大致正常。②有效：临床症状基本

消失,结肠镜复查黏膜轻度炎症或假息肉形成。③无效：经治

疗后临床症状、内镜及病理检查无改善。总有效率= (完全缓

解率+有效率)。病情复发判定标准：①临床症状复发判定标准：

症状缓解的基础上再次出现黏液脓血便、腹泻、腹痛、里急后

重等表现，黏液脓血便、腹泻、腹痛等症状减轻的基础上突然

再次加重。②肠镜检查复发判定标准：结肠镜检查复见到多个

浅表溃疡形成，表面覆盖黄白苔，黏膜充血糜烂，病变呈连续

性、弥漫性，肠镜检查发现浅表小溃疡数量增多，原有溃疡扩

大、加深，黏膜充血糜烂加重，并可见炎性息肉。符合上述临

床症状和结肠镜检查复发判定中任意 1 项的 UC 患者，即可判

断为复发。 

1.7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

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应用 x
2 
分析。以 P<0.05 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综合疗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和对照组均较治疗

前有明显改善，两组完全缓解率和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中药组的临床综合疗效优于对照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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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临床综合疗效[n(% )] 

组 别 例数 完全缓解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西医治疗对照组 35 15（42.8） 12（34.3） 8（22.9） 77.1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36 23（63.9） 11（30.5） 2（5.6） 94.4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 05 

2.2 两组治疗前后证候积分变化：治疗后两组的证候积分均明

显下降，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治疗 3 个月后、随访证候积分明显

低于治疗前(P<0.05)，对照组治疗 3 个月后证候积分亦明显低

于治疗前(P<0.05)。两组各自在治疗2 周、4 周、3 个月后这

三个时间段两两比较均 P<0.05，可认为治疗过程中两组的证

候积分一直在下降，即两组的临床症状一直在减轻、好转。

而通过两组治疗前后的差值比较可知，在治疗 4 周后、3 个月

后和

随访期间,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积分改善均优于对照组，其中

两组在治疗 4 周后开始呈现统计学差异(P<0.05 或 P<0.01)。从

起效的时间段来看，两组在治疗 2 周后效果相当，无统计学差

异。从治疗 4 周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疗效开始优于对照组，治

疗 3 个月后疗效优势则更加明显。治疗后 6 个月随访结果显示，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疗效较稳定，而对照组积分回升，症状反弹。

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及随访证候积分变化( x ±s，分) 

组 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 2 周后 治疗 4 周后 治疗 3 月后 随访

西医治疗对照组 35 17. 90±7. 49 12. 38±4. 17a 11. 21±4. 25a 9. 10±4. 13ad 15. 86±3. 42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36 18. 59±7. 47 11. 41±4. 20a 8. 16±4. 85ab 4.05±3. 78acd 3. 54±2. 81cd

注:治疗后各时间段两两比较，aP<0. 05；与对照组比较，bP<0. 05，cP<0. 01；与本组治疗前比较,dP<0. 05 

2.3 复发情况：治疗 12 个月后，对经治疗完全缓解及有效的患

者(治疗组 23 例，对照组 20 例)进行了随访，调查治疗后 6 个

月内的复发情况，结果对照组复发率为 53.36%，中药组复发率

为 14. 2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3   讨  论 

3.1 本研究结果表明：将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西医的临床治疗相

结合，运用中西结合方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在临床近期疗效、

远期疗效方面，均明显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在防治复发方面更

显示出其较大的优势。中医可根据溃疡性结肠炎不同时期的病

机特点，对其治疗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将整体脏腑辨证论治

与局部用药相结合，并根据患病部位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给

药方式而形成的综合治疗方案，分期论治，并加强扶助正气、

活血化瘀治疗，可有效改善肠黏膜的血液供应，有利于机体免

疫状态的改变，提高溃疡愈合质量，从而减少复发、提高治愈

率。

3.2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

性反应性疾病。本病的临床症状表现见于中医“肠澼”、“久痢”、

“肠风下血”、“血痢”、“滞下”等范畴，认为多由外感六淫之

邪，内伤七情以及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所引起。历代医家对上

述病症有着丰富的治疗经验及辨证论述。如：《素问•太阴阳明

论》说:“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

则入五脏……入五脏则腹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赤

水玄珠•痢门•休息痢》谓:“休息痢者，愈后数日又发，痢下时

作时止，积年累月不肯断根者是也。则因始得之时，不曾推下，

就以调理之剂，因循而致干也，又因用兜涩药太早以致邪不尽

去，绵延于肠胃之间而作者……可见其复杂所在”。结合历代

医家对溃疡型性结肠炎临床症状表型的论述，本病的基本病机

可以归纳为“脾虚为本，湿热蕴结为标”，脾虚则运化失常，

湿邪内生，湿邪内蕴中焦则中焦气机升降失常，气机郁久则生

热，湿热互结，下注肠府，损伤肠府络脉，损伤气血常则导致

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肛门灼热，身热，下腹

坠痛或灼痛，口苦，口臭，小便短赤等不适症状发生。本病病

位虽然在肠府但是与脾虚及气血运行密切相关，脾虚是本病发

病的根本，病因为湿热蕴结肠府，病性为本虚标实，即脾虚为

本，湿热蕴结为标，病情特点为病程久，缠绵难愈。研究表明

溃疡性结肠炎时发生的肠黏膜的水肿与溃疡均与脾的功能失

调有很大关系。肠镜所见肠黏膜水肿的病理改变，实际就是脾

失运化，湿聚水生的一种病理过程。脾虚发病，运化失常，组

织失养及水湿内停，内溢组织器官，就会导致水肿发生。根据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脾虚为主的病理表现，选用具有温中补气、

和里缓急的黄芪建中汤，方中黄芪补气健脾、振奋脾阳，以饴

糖益脾气并养脾阴、温中焦，可缓肝急。以桂枝汤调和营卫，

加重白芍药为桂枝加芍药汤，治太阴腹痛，合用于辛甘化阳之

中，又具酸甘化阴之功，共奏温中补虚、缓急止痛之功，再加

黄芪补益中气，加夏枯草、陈皮行气舒肝，防风、丹参活血袪

风，进一步治疗虚劳里急诸不足。结合溃疡性结肠炎临床表现

及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兼症加减运用，可取得更满意的疗效。中

医治疗的优势在于维持缓解和预防复发。我们研究发现，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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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疗效显著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但存在诊断

标准尚不统一，辨证分型差别较大，疗效判定标准不一致等问

题，我们通过肠镜进行检查可以明确本疾病的诊断，并且更具

有科学性及规范性，相比较中医更有利于对本疾病的诊断。中

西医相结合对本病进行治疗可以使西医的规范性诊断优势，与

中医辨证的治疗优势相结合，从而使本病的诊断与治疗更有科

学性及规范性。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对溃疡性结肠炎的辨证分型

及治疗方法方药做了进一步探讨和规范，使今后中医药治疗溃

疡性结肠炎更具科学性、规范性。

3.3 西药巴柳氮钠化学名为 5-(对-羧乙基氨甲酰基苯)偶氮水杨

酸二钠盐二水合物。巴柳氮钠是 5-氨基水杨酸(5-ASA)的一种

新前体药物，由 5-ASA 和一个非活性载体 4-氨基苯甲酰基- β-

丙氨酸（4-ABA）通过偶氮键连接而成。巴柳氮钠的药理作用

巴柳氮钠口服后以原药到达结肠，在结肠细菌的作用下释放出

5-ASA（疗效活性成分）和 4-氨基苯甲酰-β-丙氨酸。5-ASA 用

于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可能机制包括：改变肠道微生物体系，

改变黏膜内前列腺素合成及电解质交换，阻止致炎介质(一氧化

氮、白三烯、血栓素和血小板激活因子)的合成和释放，阻止天

然杀伤细胞、肥大细胞、中性粒细胞、黏膜淋巴细胞各类巨噬

细胞的作用，限制活性氧的产生等[5]。巴柳氮钠对中性粒细胞

趋化性具有抑制作用，对自由基具有清除作用[6]。国外文献报

道：经多个双盲、多中心试验结果表明[7]，巴柳氮在改善症状

及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等效于美沙拉嗪。且副作用较小。巴柳

氮钠治疗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具有良好的疗效及耐受性。本

研究显示，中西结合治疗，无论在临床疗效还是在对溃疡性结

肠炎疾病活动指数的影响上，均有明显优势。说明中西医结合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可取长补短，协同作用。

4 结  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治疗 UC 在临床近期疗效、远期疗效

方面，均明显优于单纯西药巴柳氮组，在抗复发方面更显示出

其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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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中药及复方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MIRI）的效果。中药及复方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是多因

素，多途径的调节过程，主要包括抗氧自由基作用，减轻 Ca
2+
超载作用，抑制中性粒细胞激活和炎症介质释放作用及抗凋亡，为

其临床应用提供了进一步的实验依据。 

【关键字】中药及复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作用 

【Abstract】To explore Chinese Herbs and Compound Prescrip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of Against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MIRI） effect.Chinese Herbs and Compound Prescrip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of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multi-factors and 

the multi-way’s regulating process，mainly includes the anti-oxygen free radical function，to reducethe Ca2+ ovedond function，to suppress 

the neutral granular cell activation and the inflammation medium release action．For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vides th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Keywords】Chinese Herbs and Compound Prescrip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gainst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Protecing 

1966 年，Jenning 提出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c  

reperfusion  injury）的概念:当组织细胞低灌流缺血后获得

血液再供应时，不但未使组织细胞缺血性损害减轻或恢复，反

而加重了缺血性损伤。尤其是随着溶栓法、介入手术、冠脉搭

桥、心脏移植等治疗手段在临床上的广泛使用。如何有效地防

治 MIRI 仍然是我们研究的焦点。本文通过中药及复方对治疗

MIRI 进行综述。 

1  氧自由基的增加 

在心肌缺血再灌注情况下，由于活性氧生成过多或机体抗

氧化能力不足，则可引起链式脂质过氧化反映损伤细胞膜，进

而使心肌细胞的损伤，其中在缺血再灌注损伤时膜脂质过氧化

增强是其重要的损伤机理。 

张承志[1]
通过 LAD 法造模，研究瓜蒌薤白配伍后能有效对

抗心电图的 ST 段抬高，可明显缩小心肌梗死范围、保护心肌

组织、并对上述指标的作用加强。瓜蒌薤白配伍后显著降低血

清 MDA 的含量，对血清 SOD 的活性升高的作用增强。说明瓜蒌

薤白配伍后能通过增强机体其抗氧化、减少脂质过氧化反应，

发挥抗 MIRI 作用。 

卢露 [2]
等采用 LAD 法建立大鼠心律失常模型，发现黄龙通

络胶囊能显著的减少缺血再灌注心肌细胞释放心肌酶，并且具

有明显降低VT、VF的发生率和缩短VT、VF 的持续时间，可见

黄龙通络胶囊有减少缺血再灌注所致心肌损伤的作用。 

李霞
[3]
等制作大鼠 MIRI 模型。研究表明术后 4周模型组心

肌及线粒体破坏最严重, 其他组破坏严重程度依次递减为宽

心合剂组、曲美他嗪组, 假手术组细胞结构基本正常。术后 7d

宽心合剂组血清 CPK、MDA 较模型组降低, 血清 T-SOD 升高。

宽心合剂能够减轻心肌细胞 MIRI 后氧化应激反应, 清除氧自

由基, 保护线粒体结构, 从而发挥细胞保护作用。 

2 NO 的作用 

NO，一种由 eNOS 催化血管内皮细胞不断产生的可溶性气

体，调节着基底血管和内皮功能，通过缺氧性肺血管收缩维持

血氧饱和度。一氧化氮由一氧化氮合酶催化左旋精氨酸生成，

在心肌保护方面发挥了广泛的作用。 

任钧国[4]
等采用 LAD 法复制 MIRI 模型，经十二指肠给予不

同剂量的加味生脉散水煎液,结果显示加味生脉散能明显升高

清血清 NO 含量，能明显降低血清 MDA 含量；升高血清 SOD 活

性，提示其保护缺血心肌的机制可能与增加 NO 合成有关。 

刘丹
[5]
等建立 MIRI 模型，与模型组相比，可通过提高 t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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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具有保护作用的 eNOS 活性，降低具有损伤作用的 iNOS 的

活性，升高 NO 含量，提高抗氧化能力和扩血管功能。柚皮苷

具有通过升高 eNOS 活性而提高 NO 水平，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抑制膜脂质过氧化反应，降低自由基对膜的损伤，达到保护缺

血再灌注损伤心肌的作用。 

周波
[6]
等复制 MIRI 模型,研究表明瓜蒌薤白白酒汤高、低

剂量组血清中总NOS活性和NO含量均较模型组低,心肌病理形

态学显示比模型组损伤大大减轻,说明瓜蒌薤白白酒汤抑制了

总 NOS 的活性和 NO 的含量,有效地防治了缺血再灌注的损伤。  

3 炎症反应 

近年来研究发现，缺血再灌注损伤时，体内的单核/巨噬

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以及内皮细胞等，通过细胞内信

号转导机制，启动细胞炎症反应，导致多种炎性细胞因子如肿

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

等以及白三烯、血栓素 A2、血小板活化因子、补体和激肽等趋

化因子的大量生成,这些炎性细胞因子被激活后又能合成和释

放多种有趋化作用的炎症介质，导致炎症反应的进一步扩大。

从而引起血管通透性增加而引发水肿，同时导致组织的损伤和

破坏。 

刘灵芝[7]
利用 Langendorff 灌流装置制备离体大鼠 MIRI

模型，巴戟天给药组 IL-1β、TNF-α 表达降低，凋亡指数降低。

巴戟天醇提物能够减轻心肌 IRI 后心肌细胞凋亡，这可能与其

能够降低心肌组织中的 IL-1β、TNF-α表达有关。

翟昌林
[8]
等建立 MIRI 模型。结果显示丹皮酚组心肌梗死体

积减小，凋亡细胞减少，心肌组织 HMGB1 水平明显减少。其中

PaeHD 组更明显，PaeLD 组 HMGB1 表达明显低于 I/R 组，平

均为 Sham 组的 4.3 倍，PaeHD 组 HMGB1 表达低于 PaeLD 组，

平均为 Sham 组的 2.5 倍。 

韩联合
[9]
采用培养的乳鼠心肌细胞建立缺氧/复氧损伤模

型，其中 TNF-、IL-1β在缺氧/复氧后 3h 达高峰，IL-6 的含量

在 H/R 后 6 h 达最高峰，各给药组在各时间点 TNF-α、IL-lβ、

IL-6 含量与模型组相比显著降低,并具有较好的剂量效应相关

性。 

刘兵
[10]

制备 MIRI 模型，结果显示双参素胶囊可使心肌缺

血再灌注损伤大鼠血浆 TXA2 水平及全血低切、中切、高切及

血浆黏度明显降低，使血浆前列环素水平及前列环素/TXA2 比

值明显增高，亦能降低大鼠心肌梗死及非梗死区 FFA 含量。双

参素胶囊对抗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可能与改善心

肌代谢，纠正前列环素与 TXA2 的平衡失调以及降低血液黏滞

性有关。 

4  细胞凋亡 

细胞凋亡是由基因控制的细胞程序性死亡，其发生与某些

基因的表达增强，从而实施凋亡的过程有关。caspase-3 是参

与调节和执行凋亡最重要的蛋白酶之一，是细胞凋亡蛋白酶级

联反应的必经之路。 

孙懿[11]
用 Langendom 法灌流心脏，结果表明柿叶水提物及

粗黄酮各组与I／R相比能显著降低Bax，对Bcl-2影响不明显，

而对 Bcl-2／Bax 明显增加。说明柿叶水提物及粗黄酮能够明

显抑制 Bax 的表达，抑制心肌细胞调亡。 

张爽
[12]

分离出生 1～3d 大鼠心肌细胞，培养 72h 后随机分

组，心肌细胞缺氧/复氧后，细胞活力明显降低，形态结构发

生变化，大量存在于心肌细胞中的 LDH、CK、AST 漏出增多，

并伴有 MDA 生成增多，SOD 活性下降，表明心肌细胞损伤。应

用 GSTT 及 TISMB 后细胞培养液中心肌酶明显减少，SOD 活性增

高，MDA 水平下降，表明 TISMB 可减轻缺氧/复氧所致的心肌细

胞生物膜系统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减轻细胞损伤。 

5  细胞内钙超载 

细胞内钙超载在心肌缺血性损伤机制中起中心作用，是其

导致不可逆性损伤的最终途径,心肌组织中 Ca
2+
的含量是反映

钙超载的直观指标。当 Ca
2+
在胞浆中升高到一定程度,该酶被激

活将 Ca
2+
泵出细胞或泵内内质网使细胞内 Ca

2+
下降。同时，在

MIRI 时，胞内大量 ATP 被耗竭。 

李胜志
[13]

等建立 MIRI 模型，研究显示模型组较假手术组

心肌组织 Ca
2+
水平明显升高，在心肌缺血后有大量 Ca

2+
产生，

桂枝甘草汤组及其水提取物组中 Ca
2+
含量水平均低于模型组，

证明此桂枝甘草汤组及水提取物组、可有效稳定大鼠缺血心肌

组织 Ca
2+
水平，达到保护心肌缺血造成的细胞损伤作用。 

6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展望 

中药在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防治中已取得很大进展，显

示出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目前中药作用机制的研究大部分是

借鉴西药的研究模式，在中医辨证方面的研究极少，忽视了中

医药理论的指导。今后可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对病、

证、方药有机结合研究，以深刻揭示中药防治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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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特色护理辅助治疗胃脘痛脾胃虚寒证的

临床效果观察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nursing auxiliary treatment of 
stomachache of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胡朝线  代苗苗  吕 勇  王显华  张新敏  邓康燕  王 静  张 虹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重庆北碚中医院，重庆  北碚，4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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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中医特色护理方案辅助治疗胃脘痛脾胃虚寒证的临床疗效及护理满意度。方法：将 86 例胃脘痛脾胃虚

寒证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诊疗及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常规诊疗及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中医特色护

理，饮食调护、情志护理、症候观察护理等综合护理措施，对比观察两组胃脘痛脾胃虚寒证患者治疗前后的主要临床症状积分变

化，主要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平均住院时间，总的临床疗效及护理满意度，护理依从性。结果：中医特色护理组在临床总有效率，

主要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平均住院时间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中医特色护理组在治疗前后主要临床症状积分

改善，护理满意度，护理依从性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不具有显著性（P>0.05）。结论：中医特色护理方案护理胃脘痛脾胃虚寒证的

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护理，能较迅速缓解主要临床症状，缩短住院时间，护理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中医特色护理；胃脘痛脾胃虚寒证；穴位贴敷；热奄包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epigastric pain, weakness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TCM nursing care in treatment of auxiliary.Methods: 86 cases of epigastric pain, weakness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ith routine treatment and routin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conventional therapy and routine nursing plus TCM nursing, diet nurs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disease observation nurs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measures of treatment, observation of the main the clinical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two groups of epigastric pain, weakness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integral change, 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nursing compliance.Resul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CM nursing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in 

clinical, 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group improv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in 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of 

integral nursing satisfaction, compliance of nurs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P>0.05).Conclusion: routine 

nursing clinical effect was better th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care programme epigastric pain, weakness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can quickly relieve clinical symptoms, shorten the time of hospitalization, the compliance of nursing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Epigastric pain, weakness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Acupoint application;Reyanbao 

胃脘痛脾胃虚寒证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常反复发作，

病程迁延，缠绵难愈。现代医学对此类疾病尚缺乏特效治疗手

段，中医药特色治疗胃脘痛脾胃虚寒证具有现代医学不具备的

独特优势[1]。对我科自2012 年1月～2013 年12月收治的胃脘痛

脾胃虚寒证 43 例。采用常规西医诊疗加中医药特色护理辅助

治疗，收到良好效果，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筛选本院脾胃病科 2012年 1 月 ～ 2013年12月就诊住院

的胃脘痛脾胃虚寒证患者86例，诊断标准符合《中国慢性胃

炎共识意见》
[2]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全国第二届慢性

胃炎共识会议,2006 上海）临床表现有上腹疼痛、腹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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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食欲减低、饮食减少或伴有烧心、泛酸等，有明确的内镜

或病理诊断。临床诊断需排除胃溃疡、上消化道恶性肿瘤、GRED

等疾病。其中男性 39 例，女性 47 例，平均年龄(34.6±18.7)

岁，病程 2.5～19 年，平均病程(6±13.2)年，入选患者均自

愿加入临床观察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 “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诊疗共识意见”，“慢性浅表

性胃炎中医诊疗共识意见”(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

2009，深圳)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3]
，（中

国医药科学出版社,2002 年）中有关胃脘痛脾胃虚寒的诊断标

准：胃脘痛脾胃虚寒：胃疼隐隐，绵绵不休，喜温喜按，劳累

或受凉后发作或加重，泛吐清水，神疲纳呆，四肢倦怠，手足

不温，大便溏薄，舌淡苔白，脉虚弱。 

1.3 排除标准 

①不同意参加本观察研究者。②不符合西医慢性胃炎诊断

标准，不符合中医胃脘痛中医辨证标准。③年龄在 18 周岁以

下及 70 周岁以上者。④其他原因如：胃溃疡出血，上消化道

良恶性肿瘤，胃食管反流病长期服用 NSAID 所致相关疾病等。

⑤局部皮肤有细菌、真菌、病毒感染者。⑥其他脏器（心、肝、

脑、 肾等）有严重原发疾病者。⑦妊娠或辅乳期妇女。⑧精

神疾病或不能配合症候信息采集的患者。 

1.3.1 运用数字随机分组，将 86 例胃脘痛脾胃虚寒证患者按

就诊编号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3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

病程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 

1.3.2 入选所有患者均常规给与基础治疗，及常规基础护理，

疗程2周，在诊疗期间根据病情合理使用药物治疗，观察组在

常规诊疗及常规互利基础上加用中医特色护理，饮食调

护、情志护理、症候观察护理等综合护理措施等辅助治疗措施。

对意外情况的处理：若个别对贴服药物过敏，出现皮肤瘙痒，

皮疹等反应。立即停止中医特色护理并开具抗过敏药治疗。 

1.3.3 中药特色护理方法 

1.3.3.1 中医特色护理
 [5-7]

 

①穴位贴敷  脾胃虚寒者用我科自制“脾胃调肠散”（苍

术 60g、厚朴 60g、陈皮 40g、吴茱萸 50g、花椒 50g、干姜 40g

打磨成粉）用醋调成膏，然后摊于 4cm×4cm 的双层纱布上， 贴

于神厥穴，2 次/日，25 分钟/次，3 天一疗程。②艾箱灸：在

穴位贴敷的同时，把灸条分成 5cm 长小节，点燃后插入艾箱盒

内，置于穴位贴敷的中药上，并固定好，2次/日，25 分钟/次，

3 天一疗程。艾条距皮肤的距离以患者感觉温热为宜，防止烫

伤。中药穴位贴敷+艾箱灸具有驱风散寒、燥湿健脾、温经通

络、驱寒止痛等作用。③热奄包：对于灸条燃烧气味不能耐受

者，用我科自制的热奄包（厚朴 200g、食用盐 100g 再加少许

水用微波炉打热装于布袋）放于患者腹部按摩 3～4 分钟后再

将热奄包放置胃脘部 20 分钟，2 次/日，3 天一疗程。该热奄

包具有消除胃脘疼痛、脘腹胀满等作用。④护理操作前详细评

估患者状况，有出血倾向者、穴位贴敷处或热熨皮肤有伤口、

炎症及皮肤病者忌用，以免引起出血加重和感染；防寒保暖，

防烫伤。 

1.3.3.2 症候观察护理  

严格观察患者的疼痛部位、时间、伴发症状及诱发原因等。

如疼痛突然加重、 或呕吐、黑便、 或寒颤、发热、 或全腹

硬满疼痛、拒按、或出冷汗、面色苍白、四肢厥冷等，要及时

报告医生配合处理。 

1.3.3.3 饮食调护  

以质软、少渣、易消化、定时进食、少量多餐为原则；宜

进食温中健脾的食物，如猪肚、鱼肉、羊肉、鸡肉、桂圆、大

枣、莲子、生姜等。推荐食疗方：桂圆糯米粥等。宜细嚼慢咽，

以减少对胃粘膜的刺激；忌食辛辣、肥甘、过咸、过酸、生冷

之品；戒烟酒、浓茶、咖啡等。 

1.3.3.4 情志护理   

指导患者采用有效的情志转移方法，如深呼吸、全身肌肉

放松、听音乐等。帮助 患者 消除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的影响，

保持乐观情绪，建立治愈疾病的信心。 

1.3.4 疗效批判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4]
，改善率= 

（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临床控制：

胃脘痛主要临床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症状积分减少>90%，显

效：胃脘痛主要临床症状及体征明显好转，症状积分减少

>70%,，有效：胃脘痛主要临床症状及体征有好转，症状积分

减少>30%，无效：胃脘痛主要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甚至

加重，无好转，症状积分减少<30%。 总有效率=临床控制率

+显效率+ 有效率。胃脘痛主要临床症状积分评价标准：参照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慢性胃炎中医诊疗共识意见”及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002 年）》，将临床症状积分

分为 0～2 分三个等级。 

1.3.5 护理满意度评价方法与标准 

采用问卷式调查表于患者出院前一天进行，内容包括：对

治疗效果满意、医疗护理服务态度、护理服务质量、住院环境

等 20 个项目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80 分为合格，由患者

按“不记名、不当面”原则评分，投人暗箱。每一小项满意为

5分，较满意 4 分，不满意不得分。满意度=（满意+ 较满意）

/100×100%。 

1.3.6 护理依从性调查方法及评价标准，将依从性分为，依从

为 2分，部分依从为 1分，不依从为 0分，记录并计算其积分。 

1.3.7 不良反应记录，两组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均严密观察不良

反应并记录。 

1.3.8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对各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使



- 16 -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4  Vol.(6)  No.3 

用 t及 x 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中医特色护理辅助治疗胃脘痛脾胃虚寒症患者在诊疗前

后主要临床症状积分变化及主要临床症状平均缓解时间的比

较，（见表 1），两组患者在诊疗前后主要临床症状积分变化比

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主要临床症

状缓解时间比较差异均有显着性（P<0.05），提示中医药特色

护理辅助治疗胃脘痛脾胃虚寒症能缩短临床主要症状缓解时

间。 

表 1  两组患者在诊疗前后主要临床症状积分变化及主要临床症状平均缓

解时间的比较 

方法 例数 治疗前主要临

床症状积分# 

治疗后主要临

床症征积分# 

主要临床症

状缓解时间*

观察组 43 5.9±3.7 4.8±3.5 3.3±2.8 

对照组 43 5.7±4.1 4.9±2.9 5.9±1.7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5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中医特色护理胃脘痛脾胃虚寒症患者在临床总有效率及

平均住院时间与对照组比较（见表 2），差异均具有显着性

（P<0.05），提示中医特色护辅助治疗理胃脘痛脾胃虚寒症患

者均有较好的临床效果，能缩短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 

表 2  两种不同护理方法效果比较 

护理方法 例数 临床总有效率% 平均住院时间 d

观察组 43 96.7% 7.6 ±3.6 

对照组 43 95.3% 11.3 ±5.2 

观察组与对照组 P＜0.05 

2.3 两种不同护理方法护理满意度及护理依从性比较 （见表

3），差异无显著性（P＞0.05），两种不同护理方法护理满意度

及护理依从性相当，总的护理满意度及护理依从性较好。 

表 3  两种不同护理方法护理满意度及护理依从性比较 

护理方法 例数 护理满意度 % 护理依从性积分

观察组 43 87.3% 2.3 ±1.4 

对照组 43 89.7% 2.1 ±1.2 

观察组与对照组 P＞0.05 

2.4 不良反应  

两组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发生，仅观察组 1例患者施行中

药热熨出现局部皮肤瘙痒，停用后 3日自行缓解。 

 

4  讨  论 

 

4.1 胃脘痛是内科消化系统常见疾病之一，胃脘痛脾胃虚寒证

中医临床表现为胃疼隐隐，绵绵不休，喜温喜按，劳累或受凉

后发作或加重，泛吐清水，神疲纳呆，四肢倦怠，手足不温，

大便溏薄，舌淡苔白，脉虚弱。现代医学对此类疾病尚缺乏特

效治疗手段，西医临床常采用抑酸，保护胃粘膜，促进胃肠动

力等手段，但临床疗效常不尽如人意，而胃脘痛脾胃虚寒证在

传统中医药治疗方面却有着较良好的优势[5-9]
，对胃脘痛脾胃虚

寒证除常规使用辨证论治服用温中健脾治法外，尚有针灸，中

药热奄包，中医药敷贴，艾箱灸等多种多样的灵活手段与方法，

其疗效满意。本观察研究表明，对胃脘痛脾胃虚寒证患者在常

规的西医诊疗下加用中医药特色护理措施辅助治疗胃脘痛脾

胃虚寒证患者在总的临床疗效，主要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平均

住院时间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在诊疗

前后主要临床症状积分变化，护理满意度及护理依从性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不具有显著性（P>0.05），临床实施中医药特色

护理措施辅助治疗胃脘痛脾胃虚寒证，方法简单，易行，成本

低廉，护理满意度及护理依从性较好。提示在对胃脘痛脾胃虚

寒证患者在常规的西医诊疗下加用中医药特色护理辅助治疗

措施具有能迅速有效地缓解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减轻患者的

痛苦，缩短病程，促进病人康复等优势。 

4.2 中医药特色护理辅助治疗胃脘痛脾胃虚寒证具有现代医学

不具备良好优势，中医药特色护理方法多样，灵活，简单，易

行，成本低廉，临床效果良好可靠，能迅速有效地缓解患者的

主要临床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缩短病程，促进病人康复。

辨证施护是中医护理 具特色的内容之一[ 9-11]
，运用中医学特

点，将中医护理理论与现代护理知识相互渗透，有机结合，对

疾病采取同病异护，异病同护，因制宜的方法进行护理，并能

根据疾病不同特点和证侯属性提出护理原则与要求，对疾病的

恢复有较强的针对性。对胃脘痛脾胃虚寒证患者根据辨证施护

原则，分别采用穴位贴敷，艾箱灸，中药穴位贴敷+艾箱灸，

热奄包等中医药特色护理辅助治疗。均收到良好的临床疗效，

患者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较好。因此，中医特色护理方案护理

胃脘痛脾胃虚寒证的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护理，能较迅速缓

解主要临床症状，缩短住院时间，护理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好，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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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取穴规律分析

Analysis of the rules of acupoints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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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寻椎动脉型颈椎病针灸取穴规律。方法：检索 CNKI、VIP，建立椎动脉型颈椎病针灸取穴数据库，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统计描述。结果：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针灸穴位共计 72 个，使用频次为 1005 次；所用腧穴归属为督脉、足

少阳胆经、经外奇穴、足太阳膀胱经及足阳明胃经频次最多，其累积频率达 82.29%；其中风池穴的频率为 19.11%；夹脊穴的频率

为 17.13%；百会穴的频率为 12.3%，三穴累积频率达 64.28%。结论：针灸治疗本病，以疏通局部经络，调节阴阳气血，临床选取

督脉、足少阳胆经、奇穴以及风池、夹脊、百会三穴治疗最多。 

【关键词】椎动脉型颈椎病；针灸治疗；文献研究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acupuncture on cervical spondylosis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acupoint selection rule.method:The 

retrieval of CNKI, VIP, establish acupuncture on cervical spondylosis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acupoint database, using SPSS17.0 statistical 

software for statistical description.Results: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for a total of 72, using a 

frequency of 1005 times; the acupoints belonging to the Du meridian, Gallbladder Meridian of Foot-Shaoyang, Poinst of Back acupoints, 

bladder meridian of Foot-Taiyang and stomach meridian of Foot-Yangming maximum frequency, cumulative frequency up to 82.29%; 

wherein the Fengchi frequency 19.11%; Jiaji points the frequency of 17.13%; Baihui frequency was 12.3%, three points up to 64.28% 

cumulative frequency.Conclusion: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Dredge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regulating yin and Yang Qi 

and blood, the clinical selection of Du meridian, Gallbladder Meridian of Foot-Shaoyang,  Poinst of Back acupoints and Fengchi, Jiaji, 

Baihui acupoint treatment of the most . 

【Keywords】Arteria Vertebralis Type of the Cervical Spondylosis;Acupunture therapy; Literature study 

椎动脉型颈椎病(CSA)，是以椎间盘及周围组织发生退行

性改变，当颈椎骨关节、软骨、韧带、肌肉等组织出现结构的

衰变及功能的衰退，使得颈部脊髓、神经、血管和周围软组织

受临近骨赘压迫或刺激，造成椎动脉受压迫或一过性颅脑缺血

而出现的脑供血不足产生以眩晕为主症，头晕头痛，恶心呕吐

为辅等一系列症状。经研究表明，椎动脉型颈椎病约占颈椎病

的 10%～15%，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1]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生

活压力的增加、工作节奏的加快，致使 CSA 发病率明显升高，

已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中医认为本病因气血失于濡养或

外邪侵袭，经络阻塞而发，故采用针灸进行治疗，可疏通局部

经络，通调局部气血，改善脑供血不足的一系列症状。本文着

重于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CSA)的文献搜集、整理，并运

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以探寻针灸治疗CSA的取穴规律，

为临床精确化治疗提供依据。



- 18 -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4  Vol.(6)  No.3 

1  资料与方法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中检

索出在 2006 年 1 月～2012 年 8 月期间发表的以针灸为主要干

预手段的 CSA 治疗临床文献。 

1.1 纳入标准 

有关治疗颈椎病涉及取穴针灸的各种临床研究文献，包括

专家经验、病历报告、病例分析、病例对照试验等。 

1.2 排除标准 

①中西医结合治疗者；②综述性文献；③确认为是重复发

表的文献，仅取 l篇；④针灸治疗本病 3O 例以下。 

1.3 资料处理及数据分析 

①将原始资料数据量化后录入计算机，用 Excel 建立 CSA

中医用药文献研究数据库，②采用 SPSS l7.0 统计软件进行频

数描述和分析。 

2  结  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从上述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献并通过全文阅读，参照纳

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从5444篇论文筛选后，共收纳的合格文

献192篇文献。 

2.2 文献中使用穴位的规律 

在 192 篇文献中所用腧穴归属依次为督脉、足少阳胆经、

经外奇穴、足太阳膀胱经及足阳明胃经频次最多，其累积频率

达 82.29% ；其中督脉中腧穴频率为 22.99%；胆经中腧穴频率

为 21.39%；奇穴中腧穴频率为 20%；膀胱经中腧穴为 11.24%，

(见表 1)。 

常用以治疗 CSA 的穴位共计 72 个，共使用频次 1005 次。

其中频次超过 30 以上的穴位共 8 个，共使用 620 次。频次超

过 50 以上的穴位共 5 个，共使用 525 次，累积频率 44.02%。

频次超过 100 以上的穴位共 3 个，共使用 402 次，累积频率

64.28%，（见表 2）。

表 1    72 个穴位归属频次频率统计分析表 

经脉（穴数） 频次 频率（%） 累积频率（%） 经脉 （穴数） 频次 频率（%） 累积频率（%） 

督脉 （10） 231 231 22.99 大肠经（4） 25 2.49 90.06 

胆经 （8） 215 215 21.39 肝经  （2） 24 2.39 92.45 

奇穴 （7） 201 201 20 三焦经（4） 21 2.09 94.54 

膀胱经（11） 113 113 11.24 脾经  （3） 19 1.89 96.43 

胃经 （7） 67 67 6.67 任脉  （5） 16 1.59 98.02 

小肠 （6） 28 28 2.79 肾经  （3） 11 1.09 99.11 

心包经（1） 25 25 2.49 肺经  （1） 9 0.89 100 

表 2    22 个常用穴位使用频次频率统计分析表 

穴位名 频次 频率（%） 累积频率（%） 穴位名 频次 频率（%） 累积频率（%） 

风池 158 19.11 100 太阳 18 2.17 17.84 

夹脊 142 17.13 81.21 合谷 17 2.05 15.67 

百会 102 12.30 64.28 丰隆 16 1.93 13.17 

天柱 66 7.96 51.98 四神聪 15 1.81 11.24 

大椎 57 6.88 44.02 三阴交 13 1.57 9.43 

风府 32 3.86 37.14 神庭 12 1.45 7.86 

足三里 32 3.86 33.28 印堂 12 1.45 6.41 

完骨 31 3.74 29.42 肝俞 11 1.33 4.96 

内关 25 3.02 25.68 翳风 10 1.21 3.63 

太冲 21 2.53 22.66 头维 10 1.21 2.42 

后溪 19 2.29 20.13 脑户 10 1.2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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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椎动脉型颈椎病范属祖国医学“眩晕”，由于 CSA 为退行

性病变，起病时眩晕症状较轻，大部分患者确诊时病程已较长，

而久病耗气伤血，气血亏虚，《景岳全书•眩运》指出： “眩

运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 强

调了“无虚不作眩”。故病机以虚为主，脏器虚弱，气血不能

上荣，经气无源输注，脑络失养所致。《灵枢•海论》“髓海不

足，则脑转耳”，《灵枢•口问》 “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

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 目为之眩”。故明头部经气失充，经

脉气血不能上注清阳，病发眩晕一系列病症。 

从表 1 中分析发现，临床治疗 CSA 的 72 个穴位中督脉、

胆经、奇穴、膀胱经、胃经占穴数最多，共累积频率达 82.29%。

督脉为“阳脉之海”，“阳脉之都纲”，对全身阳经脉气有统率、

督领之能，体现了阴得阳助，则化生无穷。胆经上接三焦经，

下续肝经，应肝属木，生发之气上注脑，具有承上启下，沟通

全身气机之功。膀胱经进入颅腔，络脑，回出至后项部左右分

开向下，从项并督脉循行于背部脊柱两旁，入体腔，络肾，下

行至足，为阳脉沟通内外的重要关卡。胃经为十二经脉气血之

海，《灵枢・经水》曰:“足阳明,五脏六府之海也”，与膀胱经

相交于头，循任脉行于胸腹，入体腔，过膈肌络脾，下行至足，

从胃经论治，可援补经脉气血，不至于气血无源顺接之意。从

表 2中分析发现，临床治疗 CSA 的取穴以风池穴、颈夹脊诸穴、

百会穴运用最多，三穴累积使用频率达 64.28%。而风池穴为足

少阳胆经与阳维脉交会之处，阳维可维系诸阳经经脉，位于项

后可调节头部阴阳气血，皮下为经寰椎横突孔后膜穿过椎动

脉，故针刺风池穴，还可引起脑血管的收缩和舒张，使椎—基

动脉供血发生改变[2]
。夹脊穴位于脊柱两侧，与督脉、足太阳

膀胱经邻近，又与督脉之别关系密切，《灵枢•经脉》：“督脉之

别，名曰长强，挟膂上项，散头上，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

入贯膂。”可知夹脊穴与多经经气相通。皮下为颈、胸或腰神

经后支，伴行血管穿过骨纤维孔及骶棘肌，其深层次更于肋间

动脉、腰动脉相系
[3]
。经研究表明针刺夹脊穴区，可有效刺激

穴区内血管神经富集的结缔组织，从而达到改善椎动脉供血状

况
[4-5]

。百会属督脉，为督脉与诸阳经及足厥阴之会，督居八脉

之首,位处督脉之至高，故有“三阳五会”之称。皮下为帽状

腱膜，受枕大神经及额神经分支穿行，其颞动静脉于枕动静脉

吻合似网布散于下
[6]
，故针刺百会穴可改变全脑供血情况。 

综上所见，针灸治疗 CSA 以疏通局部经络，调节阴阳气血，

刺激局部神经或血管，引起脑血管收缩和舒张，进而达到促进

脑供血的功能，为临床治愈 CSA 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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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文献研究概况 

从单一针法、针刺加其他疗法等方面，综述现代临床治疗椎动脉

型颈椎病的文献研究概况，提出针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文献方面

所出现的问题，进而为今后该病在针灸治疗研究方面提出的一些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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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配合穴位注射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45 例临床观

察 

  目的：观察针刺配合穴位注射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

法：治疗组 45 例采用针刺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对照组 42 例予以针刺治疗。

结果：治疗组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针刺配

合穴位注射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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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蝥酸钠注射液治疗晚期消化道

恶性肿瘤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Disodium Cantharidinate Injection in treatment of 
advanced malignant tumor of digestive tract 

黄 帅     

（苏州市中医医院，江苏  苏州，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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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斑蝥酸钠注射液治疗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控制瘤体、提高生存质量及缓解疼痛方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58 例确诊为消化道恶性肿瘤晚期患者，采用斑蝥酸钠注射液静脉给药方法，0.5mg/d，连用 10d。结果：瘤体总体控制率达

60.34%。89.65％(52／58)的患者 KPS 评分提高，其中提高 20 分以上者达 74.13％(43／58)。96.55％(56／58)的患者疼痛缓解，

其中缓解 l／2 以上者达 79.31％(46／58)。结论：斑蝥酸钠注射液在提高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缓解疼痛方面有较好

的疗效。 

【关键词】斑蝥酸钠注射液；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生存质量；缓解疼痛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Disodium Cantharidinate Injection in treatment of advanced malignant tumor of digestive tract, 

in the control of tum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pain relief. Methods: 58 cases of digestive tract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malignant tumor, the Disodium Cantharidinate Injection intravenous injection method, 0.5mg/d, for 10d. Results: the tumor 

control rate reached 60.34%. 89.65% (52 / 58) in patients with KPS score increased, which increased by 20 points or more up to 74.13% 

(43 / 58). 96.55% (56 / 58) of the patients with pain relief, which ease L / 2 or more up to 79.31% (46 / 58). Conclusion: Disodium 

Cantharidinate Injection has a good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dvanced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atients' life and the pain relief. 

【Keywords】Disodium Cantharidinate Injection; Advanced malignant tumor of digestive tract; Quality of life; Pain relief 

我科自 2012 年 5 月～2013 年 5 月，采用斑蝥酸钠注射液

对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无放化疗指标的 58 例患者进行治疗，

其在控制疼痛及提高生存质量方面有效，现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病例 58 例经影像及病理学确诊为消化道恶性肿瘤，

全部病例临床分期Ⅳ期，包括复发和转移的病例，以及多疗程

治疗过的患者，估计生存期大于 3 个月以上；其中男 36 例，

女 22 例，年龄 43～8l 岁，平均年龄 67.5 岁；胃癌 16 例，食

管癌 11 例，大肠癌 13 例，肝癌 9 例，胰腺癌 6 例，胆囊癌 3

例，所有58例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 

1.2 观察方法   

斑蝥酸钠注射液(商品名：奇宁注射液，贵州神奇制药有

限公司，批号 19900928)0.5mg 加 5％葡萄糖注射液或 0.9%氯

化钠注射液 500ml 静脉滴注，qd，连用 10d，两周期后评价。 

1.3 疗效评价   

按 WHO 统一标准评定。客观疗效：完全缓解(CR)为癌肿完

全消失，且持续 1月以上，无复发或转移；中度缓解(PR)为癌

灶最大直径及其垂直直径的乘积缩小 50%以上，其它病灶无增

大，持续 1 月以上；稳定(SD)为病灶两径乘积缩小不足 50%，

增大不超过 25%，持续 1 月以上；进展(PD)为病灶两径乘积增

大 25%以上或新病灶出现者；总有效率为 CR+PR+SD。生活质量

评分：以 KPS 评分标准，治疗结束后分别给予评分治疗前后 KPS

评分提高 10 分以上者为提高；减少 10 分以上者为降低；增高

或减少小于 10 分者为稳定。癌症疼痛缓解程度 按照 WHO 数字

疼痛分级法(NRS)评估疼痛程度，l～3为轻度疼痛，4～7为中

度疼痛，8～10 为重度疼痛。疼痛缓解程度：0 为无缓解，1

为疼痛缓解 1／4，2为疼痛缓解 l／2以上，3为疼痛缓解 2／

3 上，4 为疼痛完全缓解。治疗时间每天评 4 次．治疗结束后

连续评 l周。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有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3.0 软件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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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58 例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临床疗效 

所有患者最少使用斑蝥酸钠注射液静滴治疗两疗程，2 个

月后评价客观疗效，其中 CR 4 例，PR 14 例，SD 17 例，PD 23

例。见表 1。 

2.2 治疗前后卡氏(KPS)评分变化 

58 例患者卡氏评分分别为 40～50 分的 7例，50～60 分的

9 例，60～70 分的 16 例，70～8O 分的 12 例，80～90 分的 8

例，90 分以上的 6例，治疗后变化见表 2。 

表 1   58 例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临床疗效 

病  种 例数 CR PR SD PD 

胃  癌 16 1 4 5 6 

食管癌 11 0 3 4 4 

大肠癌 13 2 4 3 4 

肝  癌 9 1 2 2 4

胰腺癌 6 0 1 2 3 

胆囊癌 3 0 0 1 2 

合  计 58 4 14 17 23 

表 2  治疗前后 KPS 评分变化 

例数 治疗后 KPS 评分提高分数 百分比% 

1 —10 1.72 

5 0 8.62 

9 10 15.51 

23 20 39.65 

12 30 20.68 

8 40 13.79 

治疗后 89.65％(52／58)的患者 KPS 评分提高，其中提高 20 分以上者达 74.13％(43／58)。 

2.3 癌症疼痛缓解程度 

58 例患者轻度疼痛 32 例，中度疼痛 17 例，重度疼痛 9例，治疗后变化见表 3。 

表 3  治疗后疼痛缓解程度 

例数 治疗后缓解程度 百分比（%） 

2 0 3.45 

10 1 17.24 

15 2 25.86 

21 3 36.21 

10 4 17.24 

治疗后 96.55％(56／58)的患者疼痛缓解，其中缓解 l／2 以上者达 79.31％(46／58)。 

3 讨  论 

中药抗癌是晚期癌症姑息性治疗的手段之一，其目的是要

最大限度地提高肿瘤的临床治愈率及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斑

蝥酸钠是从斑蝥体内提取的一种单萜烯类物质斑蝥素的半合

成衍生物，具有较强的抗肿瘤作用
[1]
。因其具有较显著的抗癌

抑癌和免疫调节的双重作用，临床单药或联合化疗对各种恶性

肿瘤均有一定疗效，还能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明显降低血清

AFP
[2,3,4]

。细胞凋亡与细胞增殖失衡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

作用
[5-6]

。梁枫等发现斑蝥酸钠可明显抑制胃癌细胞 BGC823 生

长，凋亡率明显增加，细胞生长阻断在 G1 期
[7]
。斑蝥酸钠还对

白细胞有升高作用，主要是缩短白细胞的骨髓成熟、释放时间，

并有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向粒-单核系祖细胞分化的作用，从

而导致白细胞升高
[8]
。 

本组病例均为晚期癌症，一般情况差，伴发疼痛，生存质

量差。经斑蝥酸钠注射液治疗后，患者生存质量提高，卡氏评

分上升，疼痛缓解，虽然对瘤体控制欠佳，但斑蝥酸钠注射液

在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方面有较好的疗效，且耐受性良好，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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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愈肛汤肛肠病术后应用 180 例临床观察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180 

cases of anorectal postoperative anus soup 
朱素华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外科， 河南 商丘，4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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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术后运用中药愈肛汤对肛肠病患者进行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2010 年 6 月～2013 年 6 月期

间内收治过的接受过手术治疗的肛肠病患者 180 例，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有患者 90 例，术后，对观察组患者运

用中药愈肛汤进行熏洗坐浴，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术后不良症状情况，并探讨。结果：观察组治愈率 91.1%，总有效率 98.9%，

对照组治愈率 88.9%，总有效率 97.8%，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观察组患者伤口愈合时间平均（18.77±3.72）天，对照组患者伤

口愈合时间平均（24.7 ±3.96）天，两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观察组患者不良症状患者明显少于对照组，不良症状平均消失时间

（10.26 ±2.72）天，明显短于对照组的（15.26±3.42）天。结论：术后，为肛肠患者采用中药愈肛汤进行熏洗治疗，不仅能够

有效缩短        伤口愈合时间，改善临床症状，还能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值得被推广使用。 

【关键词】中药愈肛汤；肛肠病；疗效；并发症；应用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ostoperativ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clinical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anal 

Decoction on patients with anorectal diseases. Methods: from June June to 2013 2010 in our hospital treated within had received 180 

patients with anorectaloperation treated patien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90 patients each group, after 

operation,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forfumigating and washing the anus, view the 

symptoms the situation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clinical effect and postoperative,and to explore the.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ure rate was 91.1%,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8.9%, control group, the cure rate was 88.9%,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7.8%,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ound healing time averaged (18.77 ±3.72) 

days,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ound healing time averaged (24.7±3.96) day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les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time of adverse symptoms 

disappeared (10.26±2.72) day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15.26±3.42) days. Conclusion: after surgery for 

anorectalpatients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anus Soup for fumigation treatment, not only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wound 

healing time,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but also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orthy to be popularized. 

【Keywords】Chinese medicine more anus soup; Anorectal diseases;Therapeutic effect; Complications;Application 

通常，肛肠病患者进行手术后，容易发生感染，使得伤口

的愈合缓慢，且并发症较多，主要原因在于其开放性的疮面，

容易受到粪便的污染，从而导致伤口的感染[1]，针对该现象，

我院对患者进行了相应药物的熏蒸治疗，该方法对患处的治疗

效果明显，副作用小，能够有效起到止痒、止痛、消肿、清热、

活血等功效[2]。为了了解中药愈肛汤的熏蒸治疗效果，我院对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期间接受过手术治疗的 180 例肛肠

病患者进行了一次研究性探讨，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现具

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0 年 6 月～2013 年 6 月期间内收治过的接受

过手术治疗的肛肠病患者 180 例，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各有患者 90 例。观察组中，男性患者 52 例，女性患

者 38 例，其年龄在 16～73 岁，平均（46.17±7.22）岁，其中，

其病程在 18 天～20 年不等，平均（2.8±1.1）年；对照组中男

性患者 48 例，女性患者 42 例，其年龄在 19 至 78 岁，平均（49.13

±7.41）岁，其病程在 16 天～16 年不等，平均（2.4±1.7）年。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其他临床资料间的差异无显

著性，P>0.05，即两组患者间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观察组患者采用中药愈肛汤（组成：6g 冰片，10g 当归，

10g 白芷，10g 苦参，10g 艾叶，10g 黄柏，10g 大黄，15g 明

矾，15g 五倍子[3]）进行坐浴治疗，首先，用纱布将所有药物

（冰片除外）包好，准备好砂锅，放入包好的药物，加入 1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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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水，浸泡三十分钟，后将药汁煮沸，至药汁浓缩为 1000ml

左右为宜[4]。取少量酒精，放入冰片，使其在常温下溶化，然

后倒入砂锅，继续对药汁进行加热，约煮五分钟，冰片便会释

放出清凉的味道，此时方可停止加热，取出药汁，待其冷却到

50 至 70 摄氏度，将药汁倒入盆中。将臀部置于药盆上方 10

厘米左右处，进行熏蒸，待药汁温度降至 37 摄氏度左右[5]，将

臀部浸泡于药汁中，浸泡时间约 15 分钟，每天坐浴两次，分

别于晨起大便后和晚上临睡前进行，另外，当患者感到伤口疼

痛或在便后伤口处有残留粪时，均需用本药汁进行熏洗。待

坐浴完毕，直接拭干即可，勿用清水再次冲洗，1疗程为三

天，共需2 个疗程的治疗。 

对对照组患者则采用 30 摄氏度左右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

坐浴，高锰酸钾与清水的比例为 1：5000[6]，具体坐浴步骤与

观察组相同，1 疗程为三天，共需2 个疗程的治疗。 

       两组患者在坐浴完毕后均采用纱条进行换药。

1.3 疗效判定 

如果患者创伤愈合，没有不良症状，即疗效为治愈；如果

患者创伤情况好转，伤口缩小，不良症状减少，即疗效为好转；

如果患者创伤无明显改善，不良症状无改善，即疗效为未愈。

总有效率为治愈率与好转率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以下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组

间的比较用 t 进行检验，实验数据均采用平均值。P<0.05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疗效比较 

观察组 90 例患者中，82 例患者被治愈，7 例好转，1 例未

愈；对照组 90 例患者中，80 例患者被治愈，8 例好转，2 例未

愈，两组患者间疗效情况经统计学方法的分析，P>0.05，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疗效比较见表 1。 

表 1 观察组、对照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 P  

观察组 90 82（91.1） 7（7.8） 1（1.1） 89（98.9）

对照组 90 80（88.9） 8（8.9） 2（2.2） 88（97.8）

>0.05

2.2 愈合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伤口愈合时间在 12～46天，平均（18.77±3.72）

天；对照组患者伤口愈合时间在 16～54 天，平均（24.7±3.96）

天，两组患者在愈合时间上的差异经统计学方法的分析，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不良症状情况 

术后，两组患者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观察组中，

发生伤口肿痛的患者 56 例，发生渗血渗液的患者 21 例，发生

灼热瘙痒的患者 18 例，发生坠胀不适的患者 17 例，其症状在

7～22 天内消失，平均（10.26±2.72）天；对照组中，发生伤

口肿痛的患者 78 例，发生渗血渗液的患者 37 例，发生灼热瘙

痒的患者 27 例，发生坠胀不适的患者 24 例，其症状在 12～42

天内消失，平均（15.26±3.42）天，观察组患者不良症状患者

明显少于对照组，且不良症状消失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两组

间该项差异经统计学方法的分析，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熏洗法主要指运用相应的药汤，在加热后借着蒸腾的药

气，熏于患处，借着热力与药力，直接作用于患处，主要有两

个用途：第一，对肛肠疾病的治疗；第二，术后促进肛肠疾病

术后伤口的愈合，并有效防治术后并发症[7]。 

肛肠方面的病症医治方案很多都是采用手术疗法。术后并

发症跟手术过程息息相关，手术过程中的一系列刺激性行为以

及误伤的一些组织，包括伤口的暴露感染等，都会引发术后并

发症的出现。肛门直肠术所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如便秘，淋

巴、血液循环阻碍，伤口感染发炎等）都可能导致水肿出现。

排便时的努挣很可能导致伤口出现渗血的情况。通常水肿、渗

血、伤口感染、切口愈合速度缓慢等都是肛肠手术中常见的并

发症。中药愈肛汤里面有五倍子和明矾，两者有着很好的去肿

和止血的效果[8]。通过查阅现今药学，分析出五倍子的主要成

分是鞣酸，此种药物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再生以及抵抗血液外

渗的作用，它可以使创伤表面蛋白迅速凝固，使血管收缩，从

而加快祛瘀消肿的速度，另外次鞣酸还有着很好的抗菌效果，

对于很多常规病菌，如大肠杆菌、葡萄球菌等都有着抑制作用
[9]；明矾也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它可以迅速凝固蛋白质，在受

伤表面形快速形成粘状的保护层，杜绝外界细菌感染，明矾也

有收缩血管的作用，减缓血液渗出，对于止血有很大的功效[10]；

中药愈肛汤中还有许多其他中草药，各种草药都有多种不同成

份组成，在对病症的控制与治疗中各自起着作用，例如大黄、

苦参、黄柏对于祛湿解毒有显著疗效，还有着一定的杀菌作用，

祛湿能加快伤口消肿，艾叶对于气血的顺畅流动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能够很好的起到活血化瘀的功效，当归能加快组织的重

生，能够有效促进伤口面组织肌肉的再生，白芷、冰片是很好

的镇痛剂，后者还有抗菌消肿的作用，还能促进伤口的愈合，

加快新肉的生长，防止细菌增生，大大减低伤口炎症感染的概

率。

中药熏洗坐浴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中医治疗手段，通常会在

肛肠科和妇科中被运用。熏洗主要是在药物、机械、温度的共

同作用下，通过肌肤来对机体进行治疗，熏蒸过程中，皮肤表

面受热、受潮，促使皮肤的血管扩张，皮肤表皮的通透性更好，

大大增加了药物的活性与扩散性，提高通透性使得药物能很快

的进行扩散，提高了药物渗透能力与吸收能力。与此同时还可

以刺激神经，促使神经系统进行反射替代原有的病态反射，提

高人体的抵抗能力，从根本杜绝并发症的出现。医学研究表明

皮肤黏膜都能很好的吸收药物，中药愈肛汤采用坐浴进行用药

就能直接的将药物作用于伤口，一针见血，促使药物迅速吸收，

效果明显，治疗周期短，并且无创简单方便，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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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疗法对不同证型肩周炎的临床疗效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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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推拿疗法对不同证型肩周炎的疗效并分析其治疗机理。方法：将 150 例肩周炎患者辨证分为风寒湿型、

气滞血瘀型及气血虚型三组，予相同推拿手法，以肩关节疼痛和功能活动度为主要观察指标对比三组的临床疗效。结果：三组均

有远期效应（P＜0.05）。风寒湿型和气滞血瘀型的镇痛疗效、改善肩周炎患者远期总分数及疼痛分数方面均优于气血虚型（P＜0.05）,

三组改善肩关节功能活动疗效差异不明显（P>0.05）。风寒湿型、气滞血瘀型及气血虚型的总体有效率分别为 87.3%、71.5%和 51.3%。

结论：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色,手法治疗肩周炎应按中医特点辨证分型。手法对风寒湿型和气滞血瘀型肩周炎更有效，而

对气血虚型肩周炎的疗效欠佳。 

【关键词】肩周炎；推拿；手法；辨证论治；辨证分型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uina therapy on different types of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and analysis its 

therapeutic mechanism.  Methods: 150 patients with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dialectical typ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wind cold 

dampness type, qi stagna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type. to the same manipulation, shoulder joint pain and 

functional activity as the main observation indexe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ree groups. Results:all of the three groups have 

long-term effect (P < 0.05). Efficacy of wind cold dampness type and qi stagna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in analgesia, improving forward 

total scores and pain scores are better than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type (P < 0.05), efficacy of the three group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al 

activity have not obvious difference (P > 0.05). Wind cold dampness, qi stagna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have 

overall effective rate of 87.3%, 71.5% and 51.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theoretical syste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CM should be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of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wind cold dampness type and qi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type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type. 

【Keywords】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Tuina；Manipulation ;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CM 

肩周炎又称肩关节周围炎，是临床常见、多发病，病程漫

长，严重影响患者工作和生活。有文献认为传统推拿手法治疗

效果 佳[1]
。尽管有学者提出肩周炎亦需辨证分型分期论治

[2]
，

但笔者检索发现近年辨证分型手法治疗肩周炎的文献很少。笔

者于 2010～2013 年对 150 例肩周炎患者根据中医辨证分型予

手法治疗，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162 份确诊为肩周炎的病例（含脱落病例）均来自 2010 年

5 月～2013 年 2 月北京医院针灸按摩科的门诊患者。受试者进

入研究后按中医辨证分型分为三组。3 个疗程结束后脱落病例

12 例，其中风寒湿型、气滞血瘀型及气血虚型分别为 5 例、4

例和 3例，合格病例 150 例。三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有 P＞0.05）,具有可比性。详见表 1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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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般资料比较 

性别（例） 年龄（岁） 病程（d） 

组别 例数 男 女 最小 最大 

平均（ x ±s）

最短 最长 

平均( x ±s) 

风寒湿型 55 22 33 40 74 54.73± 8.19 10 180 78.09± 45.71 

气滞血瘀型 56 21 35 41 74 56.73± 9.27 15 180 78.66± 41.38 

气血虚型 39 15 24 42 74 53.62± 7.74 15 180 74.46± 39.55 

表 2  治疗前总分数、疼痛分数及功能活动分数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总分数 疼痛分数 功能活动分数 

风寒湿型 55 12.35± 3.00     6.84± 1.27 7.40± 2.39 

气滞血瘀型 56 12.93± 2.93 6.89± 1.33 8.04± 2.42 

气血虚型 39 12.74± 2.91 6.74± 1.35  7.26± 2.51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3]
：①50 岁左右发病，女

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右肩多于左肩，多见于体力劳动者多为慢

性发病；②肩周疼痛，夜间为甚，常因天气变化及劳累而诱发，

肩关节功能活动障碍；③肩部肌肉萎缩，肩前、后、外侧均有

压痛，出现典型的“扛肩”现象；④X 线检查多为阴性，病程

久者可见骨质疏松。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肩周炎诊断标准并排除其他影响肩部疼痛和

活动障碍的疾患；②符合中医辨证风寒湿型、气滞血瘀型、或

气血虚型；③年龄 40～75 岁，病程半年以内；④患者同意参

与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4 排除标准  

①孕妇及哺乳期妇女；②合并肩部骨折未愈合者；③同时

接受其他治疗的；④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肝肾疾病、造血系

统疾病及精神病患者；⑤不能坚持治疗的。 

1.5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 

根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
：①风寒湿型:肩部窜痛，

遇风寒痛增，得温痛缓，畏风恶寒，或肩部有沉重感，舌质淡，

舌苔白或腻，脉弦滑或弦紧，此型相当于急性期或早期；②瘀

滞型：肩部肿胀，疼痛拒按，以夜间为甚，舌质暗或有瘀斑，

苔白或薄黄，脉弦或细涩，此型相当于中期；③气血虚型：肩

部酸痛，劳累后加重，伴头晕目眩，气短懒言，心悸失眠，四

肢乏力，舌质淡，苔少或白，脉细弱或沉，此型相当于末期、

晚期或恢复期。 

2  治疗方法 

三组采用相同手法。 

第一步：按揉松筋  患者坐位，医生用拇指或食、中二指

较轻柔地按揉风池（双侧）、颈百劳、缺盆、肩井、曲垣、肩

贞、天宗、尺泽、小海、外关、合谷穴。每穴点（按）揉 7次，

力量以患者感到酸胀可耐受为度。然后由颈部至腕关节施以拿

法。操作需 2 遍。 

第二步：点揉痛点  患者坐位，医生站于患者侧方，用食、

中指或拇指点揉或弹拨喙突、肩峰、大小结节、结节间沟、三

角肌止点，力量由小到大[4]
，每部位操作 7 次，可配合患肩小

幅度的主动或被动运动。操作需 2遍。  

第三步：环转拉肩  患者坐位伸直患肢，医生弓步立于患

肩斜前方 45°，握住患手，调整好重心后先使患肢作顺时针方

向环转三次，并迅速向后上拉动使肩关节前部肌肉能受到牵拉

为度；逆时针动作同前。然后将患肢向外上（外下）拉动，使

肩关节下部（上部）肌肉受到牵拉为度[5]
。 

第四步：摇法助动  患者端坐，患肘伸直，医生弓步站在

患肩稍后方，一手拇指与其余四指分别固定于患肩前后，另一

手握住患侧拇指，以肩关节为轴先顺时针后逆时针作环转运动

数次，幅度由小到大。 

第五步：后伸内旋  医生弓步立于患侧，一手和患者患手

十字交叉，另一手从前向后放在患者腋下，拔伸患腕的同时前

屈和后伸患肢，幅度逐渐加大，并使患腕逐渐接近人体后正中

线数次[5]
。 

第六步：对掌揉肩  医生以肘托夹患肢，另一手由患肘开

始掌揉上臂、肩前、胸壁、肩上、肩后及腋下两遍，然后将患

肢自然放下，双手掌对置于患肩前后掌揉数次。 

第七步：整复错位  对颈椎棘突有偏歪或曲度异常者行颈

部端提法，胸椎棘突偏歪者行胸椎对抗复位手法。 

第八步：振动牵抖  医生在患者肩背部先进行拳振动，再

进行掌振动，最后进行扣振动[5]
。然后用拿法、揉法作用于患

者颈肩部，最后垂直向下握患手维持一定的牵引力，抖动患侧

上肢以结束手法。 

每次治疗时间约 20 分钟。每日 1次，5次为 1个疗程，连

续治疗 3个疗程，每 2个疗程间休息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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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3.1.1 观察指标   

以肩关节疼痛、功能活动及三角肌周径变化程度为观察指

标。肩关节疼痛和功能活动变化程度分别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和 Melle 评分。三角肌周径变化程度评分如下：①两

侧相同为 0分。②患侧是健侧的 2/3～1（不包括 1）为 1 分。

③患侧是健侧的 1/3～2/3（不包括 2/3）为 2 分。④患侧<健

侧的 1/3 为 3 分。3 个观察时点为治疗前(基线点)、3 个疗程

结束时(结束点)和 3个疗程结束后 3个月（随访点）。 

3.1.2 疗效指标  

①肩关节疼痛和功能活动改善情况为 3 个疗程治疗前后分数

变化。②总体疗效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6]
中的

标准。疗效指数（尼莫地平法）n＝[（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

分）÷治疗前积分]×100%，治愈：n≥95％，显效：70％≤n

＜95％，有效：30％≤n＜70％，无效：n＜30％。③远期疗效：

将结束点与随访点的观察指标分数分别进行比较。 

3.2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3.0 进行计算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

准差( x ±s)表示，组内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 法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卡方检验。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结  果 

4.1 疼痛和功能活动分数改善情况   

经组内比较：风寒湿型和气滞血瘀型疼痛分数与治疗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气血虚型疼痛分数与治疗前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均有改善肩关节功能活动的效

应（P＜0.05）。各组疼痛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风寒湿型与气滞血瘀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气血虚

型与其余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推拿疗法在

改善肩周炎患者疼痛方面，风寒湿型及气滞血瘀型均优于气血

虚型；各组功能活动分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三组肩关节疼痛和功能活动改善情况比较（ x ±s） 

疼痛分数 功能活动分数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3 个疗程后 治疗前 3 个疗程后

风寒湿型 55 6.84± 1.27 2.93± 1.05
*△ 7.40± 2.39 4.58± 2.23

* 

气滞血瘀型 56 6.89± 1.33 3.02± 1.05
*△ 8.04± 2.42 5.14± 2.42

* 

气血虚型 39 6.74± 1.35 4.38± 1.52 7.26± 2.51 5.05± 2.27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气血虚型比较

△P＜0.05。 

4.2 镇痛疗效、改善功能活动疗效和综合疗效比较情况，见表 4。 

表 4  三组镇痛疗效、改善功能活动疗效及总体疗效比较（n，%） 

镇痛疗效 改善功能活动疗效 总体疗效 

风寒湿型 气滞血瘀型 气血虚型 风寒湿型 气滞血瘀型 气血虚型 风寒湿型 气滞血瘀型 气血虚型 

治愈 0(0) 1(1.8) 0(0) 0(0) 0(0) 0(0) 0(0) 0(0) 0(0) 

显效 11(20) 6(10.7) 2(5.1) 3(5.5) 7(12.5) 1(2.6) 1(1.8) 2(3.6) 0(0) 

有效 42(76.4) 41(73.2) 19(48.7) 32(58.2) 27(48.2) 17(43.6) 47(85.5) 38(67.9) 20(51.3) 

无效 2(3.6) 8(14.3) 18(46.2) 20(36.3) 22(39.3) 21(53.8) 7(12.7) 16(28.5) 19(48.7) 

总有效率 96.4 85.7 53.8 63.7 60.7 46.2 87.3 71.5 51.3 

4.3 远期疗效   

经组内比较：各组随访时总分数、疼痛分数及功能活动分

数与 3个疗程结束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随

访时远期总分数及疼痛分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风寒湿型与气滞血瘀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气血虚

型与其余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推拿疗法在

改善肩周炎患者远期总分数及疼痛分数方面，风寒湿型及气滞

血瘀型均优于气血虚型；各组远期功能活动分数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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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远期疗效比较（ x ±s） 

例数 总分数 疼痛分数 功能活动分数 

组别 3 个疗程后 随访点 3 个疗程后 随访点 3 个疗程后 随访点 

风寒湿型 55 6.78± 2.58 5.09± 2.21
*△ 2.93± 1.05 1.82± 1.20

*△ 4.58± 2.23 3.65± 2.03
* 

气滞血瘀型 56 7.80± 2.89 5.84± 2.33
*△ 3.02± 1.05 2.1± 1.23

*△ 5.14± 2.42 3.80± 1.84
* 

气血虚型 39 8.74± 2.78 7.36± 2.53
* 4.38± 1.52 3.28± 1.72

* 5.05± 2.27 4.38± 2.01
* 

注：与本组 3 个疗程结束后比较，
＊
P＜0.05；与气血虚型比较

△
P＜0.05。

5  讨  论 

肩周炎中医学称之为“漏肩风”、“五十肩”等，属痹症范

畴。《济生方》云：“皆因体虚,腠理空疏,受风寒湿气而成痹也”。

故本病的发生多由于禀赋素弱,或年老肝肾亏虚, 气血不足, 

腠理不密, 风寒湿邪乘虚而入, 闭阻经络, 气血运行不畅所

致。劳损外伤也是重要的病因。现代医学认为其病理改变主要

是肩周围软组织充血、渗出、水肿、炎症细胞浸润，继而出现

纤维化和粘连、关节囊挛缩，最终导致肩关节功能障碍 [7]
。这

种病理变化使肩关节在活动时局部疼痛，疼痛使肩部肌肉保护

性痉挛，继而引起局部缺血，导致肩部疼痛加剧
[8]
。因此，对

肩周炎的治疗目的在于减轻疼痛，提早恢复肩关节功能。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精华。《内经》奠定了中医学

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中医各分支学科理论的肇始和源头活

水， 按摩推拿学的建立同样本乎于《内经》
[9]
。按摩名家曹锡

珍说：“中医十三科的建立，都本乎《内经》” 
[10]

。因此施行

手法治疗肩周炎同样不应离开中医的灵魂-辨证论治，应像药

物内服一样,按中医特点辨证分型来治疗。推拿治疗肩周炎有

温经散寒、活血祛瘀、通络止痛、松解粘连的作用。早在《内

经》中就有“寒气客于背俞之脉，故相引而痛，按之热气至，

热气至则痛止”之说，王冰注“手按之，则寒气散，小络缓，

故痛止”。《圣济总录》云: “血气得温则宣通，得寒则凝泣。” 

《素问》曰: “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于按摩醪药。”

由此可见，推拿手法可使患者局部温度提高，血液循环加快，

使寒气散，气血行，经络通。本研究表明，推拿手法对风寒湿

型和气滞血瘀型肩周炎有良好的镇痛疗效和远期疗效。这正好

验证了中医传统理论对推拿治疗作用的概括。同时本试验表

明，推拿手法对气血虚型的镇痛和改善远期总分数疗效方面不

及其他两型。原因可能如下：①风寒湿型可见于肩周炎的早期，

气滞血瘀型可见于此病中期，而气血虚型可见于此病的晚期[3]
。

尽管国内外对肩周炎的病程认识不一，但对原发性肩周炎而

言，初期以肩周疼痛逐渐加重为主要特点，中期活动受限逐渐

加重，晚期肩部疼痛进一步减轻，肩关节活动度逐渐恢复
[11]

。

②肩周炎的发病年龄大多在 50 岁左右，正好对应与《内经》

描述的人体生理功能的七七（女）、七八（男）阶段，此时气

血始衰, 肝肾不足, 经脉空虚,筋骨失养。因此气血虚型患者

较其他两型患者的虚损程度更甚，其疗效自然更差一些。试验

还表明，三组在治疗后和随访时均有改善肩关节功能活动效

应，但各型之间比较并无差异。 

肩周炎是常见病，其发病率约占肩部疾病的 42％，占骨科

疾病的 8％[12]
,而国外初步研究报道，肩周炎在 40～70 岁的中

老年人中有 2％～5％的患病率
[13]
。如何根据中医辨证，对不同

证型的肩周炎患者选择更合理的治疗方法显得尤其重要。对本

研究而言，推拿疗法对风寒湿型和气滞血瘀型肩周炎更有效，

而对气血虚型肩周炎的疗效欠佳。而具体到哪种治疗方法对气

血虚型肩周炎更有效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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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血栓康复三联疗法，治疗血栓最易形成的五大部位（头、颈、心、腰、腿）临床疗效。方法：采用 MITI

医用远红外热成像设备检查，确定血栓病灶位置与血流阻滞区域，根据轻重程度分为三级（Ⅰ、Ⅱ、Ⅲ）。治疗：血栓微创定位清

除疗法，解除微血栓压迫，恢复正常血液微循环，解除微血栓淤阻压迫导致的神经痉挛，疼痛及运动和语言障碍。结论：血栓康

复三联疗法是目前微血栓康复治疗领域全新的综合治疗手段，其疗效安全有效。 

【关键词】腐栓；三联疗法；定位排栓；五管破壁；综合排毒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rombosis rehabilitation triple therapy, five parts of the treatment of thrombosis formation (head, 

neck, heart, waist, legs)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Methods: the examination of MITI medical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equipment,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lesions and blood thrombus block area,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I, II, III). Treatment: minimally 

invasive removal therapy, thrombus location, release micro thrombus oppression, restoration of normal blood circulation, relieve the micro 

thrombus blocking compression results in nerve spasm, pain and movement and language disorders. 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 triple 

therapy of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rombus is a brand-new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in the micro thrombus rehabilitation area, the safe and 

effective results are praised by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Keywords】Rot suppository; Triple therapy;Position row of bolt; Five tube wall; Comprehensive detoxification 

近年来，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运动减少，久坐伤血，

血凝成栓。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疾病，导致大量

人群中风偏瘫甚至猝死。在中国每年大约有 260 万人死于心脑

血管疾病，每 12 秒有一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全球每年约 1750

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血液流动的大循环是体循环，小循环是肺循环，能量交换

在微循环。三大循环中的隐形病变是三大血栓，附栓，腐栓和

游走栓。附栓，附着在血管壁上逐渐增大，堵塞血管；腐栓，

腐蚀力极强，可腐蚀透血管，造成血管破裂出血；游走栓，即

在血管内到处走动的游离栓，游走到狭窄处，堵塞血管，造成

微血管梗塞和出血。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血栓栓塞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已占到

全球总死亡人数的 51%，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率正逐年增加，神

经退行性疾病中，大脑对坏蛋白有炎性反应，形成血小板和纠

结的凝块（血栓），免疫响应失控。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症）

是血栓性疾病；大脑紊乱症的风险最大，如今 65 岁以上的人

有 1/3 会带着痴呆，其中一半以上是带阿尔茨海默病死去，血

栓是导致生命猝死的主要原因。 

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血栓疾病研究医学”大会上，美国

血液协会，国际著名的血栓疾病研究专家——大卫•布朗教授，

提出了“腐栓学说”：95%以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死亡与“腐栓”

无法排出有直接关系，“腐栓”是导致脑血管疾病久治不愈的

原因。 

全球心脑血管疾病研究领域权威机构美国血液协会，在一

项严格的医学实验中完整揭示出“腐栓”的形态：人体血液中

逐渐积累起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淤积、沉淀，长期滞留在血管

壁上，在三个月内就迅速形成“腐栓”，堵塞血管，加重血管

病变及至腐化破裂。“腐栓”学说的首次提出，彻底改正并超

越了心脑血管疾病传统治疗方法，为人类治愈心脑血管疾病带

来了新希望！ 

血栓的三大特性 

1、隐蔽性极强，不易发现 

微血栓尤其是附栓在早期很难发现，例如冠心病临床分五类： 

①隐匿型，病人多无临床症状

②猝死型，临床突然死亡

③心肌梗塞型，症状严重，表现为胸骨后疼痛

④心肌硬化型，心肌纤维化，心力衰竭

⑤心绞痛型，又称劳累心绞痛

中风猝死多发生在前四种！微血栓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才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例如：头晕、眼花、颈椎酸麻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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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酸背疼、肩周疼痛、腿沉、麻木等症状！这些症状出现时，

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是微血栓引起的。 

2、无处不在，且生长能力极强，特别是腐栓 

    血栓可以在任何血管内生长，不论是动脉、静脉，还是毛

细血管（血瘀症），任何部位都可以出现血栓，而且血栓的生

长能力极强！腐蚀性极强，可腐蚀透血管，造成出血及梗塞危

险。 

3、容易脱落，脱落的血栓无处不在 

血管内壁的血栓，如同水管内壁沉积的污垢，会越来越

大，而且随时会有小块脱落，脱落的血栓块随着血液流动，当

经过血管狭窄部位时会形成阻塞，阻断血液流通。如果发生在

心脏会引发急性心梗发作，如果发生在脑部，就会导致脑梗、

脑溢血。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680 例均为血栓康复三联疗法基地门诊患者： 

1.2 诊断标准 

1.2.1 头部隐形血栓分为Ⅰ、Ⅱ、Ⅲ 

1.2.2 颈部隐性血栓分为Ⅰ、Ⅱ、Ⅲ 

1.2.3 心脏隐性血栓分为Ⅰ、Ⅱ、Ⅲ 

1.2.4 腰部隐性血栓分为Ⅰ、Ⅱ、Ⅲ 

1.2.5 腿部隐性血栓分为Ⅰ、Ⅱ、Ⅲ 

1.3 纳入标准 

1.3.1 年龄：男 58～78 岁，女 55～75 岁。

1.3.2 斑块、血栓、血液淤阻Ⅱ级-Ⅲ级 

1.4  诊断仪器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 MITI 医用远红外热成像血栓检测仪，

利用微低温血栓定位检测技术，依据“血栓温度低于正常体

温的原理”，快速、准确的检测出血栓所在位置和淤阻的程

度，该检测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①从头到脚全方位检测

②血栓分布位置清晰明确

③血栓发展程度一目了然

④精确锁定排栓点

2  治疗方法 

术前注意事项和术后注意事项！ 

2.1 采用安全有效无创伤的 ITI 血栓微针定位清除血栓疗法。 

2.1.1 用碘伏严格清洗消毒手术区 3遍。 

2.1.2 术者穿一次性无菌手术衣，戴无菌口罩，手套和帽子，

严格按无菌手术操作规范在多导生命指标监护下进行。 

2.1.3 术者用 ITI 微针定位，开始取栓。 

2.1.4 术者将取出的血栓放入医疗盘内，整个过程结束。 

3  治疗效果 

3.1 疗效标准 

痊愈：临床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 

显效：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或基本消失 

有效：临床症状，明显减轻 

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统计量以平均数+标

准差标示，计数资料组间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

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3.3 治疗效果 

张军芳，温德卿等通过对 680 例经三联血栓康复患者疗效

观察，治愈率为 96%，有统计学意义。 

4  讨  论 

    目前血栓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一是用

药溶栓，二是手术搭桥安支架，撑开血管或绕过血栓。 

血栓康复三联疗法：经过十多年的大胆实践创新，在传统

血栓疗法的基础上多次实验改进，在医用红外血栓检测技术的

配合下，形成目前血栓康复三联疗法，经过几百例的临床实践，

效果满意，从理论到实操技术已渐趋成熟。五管破壁，综合排

毒，本疗法的另一特点，清除血栓为主，排毒为辅是作用于神

经末梢，启动体液排栓排毒的关键。2013 中国网民健康排毒认

知状况白皮书的发布，公众对自身毒素情况有一定了解，但是

显然很多网友对于自身毒素所产生的症状的理解情况不一致。

其中选择便秘、口臭、皮肤斑点为体内存在毒素表现的比例最

多。在被问到当出现自身毒素症状，公众会选择哪些方式帮助

解决这一问题时，传统的排毒观点认为：70%的公众选择喝水

排毒，其中选择喝水排毒的比例最多，说明大部分人的观念是

比较正确的。 

对于健康排毒，这方面的数据相对缺乏，也就是很难确保

社会公众能够进行健康排毒。用以提升公众对健康排毒的认

知。血栓康复三联疗法为临床提供了一种新的排栓排毒途经。

体外凝血，体内溶栓机制是启动人体有氧溶栓排栓的一种新理

论新临床治疗模式。 

5  结  论 

微创血栓三联疗法作用机制，从微创手术靶区解剖层次可

以看到，依次从皮肤、软组织、微血管、淋巴管、类淋巴管（水

通道）、汗腺、神经末梢，尤其在微血管与神经末梢层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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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中神经纤维之间，微血管无处不到，在微循环中，神经末

梢遍布微循环及微血管表面。神经末梢和微血管互为交错，生

理机能互为影响。一方面在淋巴管、汗腺表面充满神经末梢，

另一方面在神经纤维之间又充满了微血管，而血管微循环和神

经末梢又互为渗透，在生理机能方面又互为影响，从而维持着

血液及体液循环的正常生理机能。微创的细胞破壁机制，微创

的体液作用机制，微创的抗凝及抗凝物质耗损机理，微创的局

部按摩及经络穴位疗法作用机制，各种机制的综合作用，维持

和改善着心脑血管的最佳生理机能，血管血液系统、神经管神

经细胞轴液、淋巴管淋巴液、汗腺汗液类淋巴管液及组织液五

管互动，维持着组织细胞的生理机能。神经是神经纤维束组成

的类管状结构，神经细胞轴干液体呈双向流动，神经末梢不但

负责感觉和运动的信息传递，更重要的是负责所支配区的营养

供给及体液调节。从本质上看，在显微解剖及生理层次，神经

是一个管状结构。 

微创的血栓定位清除，直接作用于微血管、淋巴管、类淋

巴管（水通道）、软组织、汗腺及神经末梢，在对各类细胞破

壁过程中，大量的血小板、凝血因子、纤维蛋白原被耗竭，多

种组织液细胞液互为作用，并对微血栓，心脑神经血管功能形

成良好的治疗作用。值得肯定的是排栓排毒是其主要的功能。 

微创血栓康复三联疗法，血栓微针（微创血栓定位提取）

定位清除，在大量耗竭血小板，凝血因子，纤维蛋白原的基础

上，血栓混合物提取50～80ml,使血液粘稠度下降，血栓消

融，并形成血液及神经液以及细胞液复合效应，从而改善大脑

微循环及全身神经末梢功能，改善血液及神经液以及细胞液复

合效应，从而改善大脑微循环及全身神经末梢功能，改善血液

微循环生理机能。微创血栓定位清除及微创血栓康复三联疗法

从血管血液和神经末梢功能层次，依据中医“形神合一”理

念,解决了血管血栓及微血栓的理论和临床医疗，为血栓尤其

是中医血瘀证形成的微血栓的治疗，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有

效临床医疗模式。 

本研究血栓康复三联疗法攻关专家组，经 680 例的临床实

践，总有效率、显效率明显，且未发现不良反应发生，证实血

栓康复三联疗法在治疗多部位微血栓症和血瘀证等方面，安全

有效。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4.03.010

中药炮制与中医临床疗效的关系分析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ss of prepar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高攀峰 

（河南省平顶山市平煤医疗集团总医院，河南  平顶山，467099） 

中图分类号：R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4)03-0030-03     

【摘  要】中药炮制是在我国传统医疗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有效保证

我国临床用药的安全以及提高我国的临床医疗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药炮制的药材大多选自自然界，根据气味等可

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果能够有效综合各类药物的不同药效并加以有针对性的炮制，则势必会最大程度的发挥药物的作用，有

效使得药性偏者趋纯，烈者趋缓，中和某些过强或者过弱的药性，进而适应临床医学的各种需求，以更好的发挥其医疗作用。 

【关键词】中药炮制；中医临床疗效；关系分析 

【Abstract】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Chinese medicine evolved and developed on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industry,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ffectively guarantee China's clinical drug safety,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and function in 

improving clinical care delivery. TCM concoction of herbs mostly selected since nature, according to smell, it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pecies, if it can effective integrated various drug of different efficacy and has pointed of concoction, it is bound to maximum degree 

playing a role of drug, effective makes drug partial who Chemokine pure, neutralization some had strong or had weak of drug, turn adapted 

various needs of clinical medicine, to better play its medical role. 

【Keywords】Process of preparing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The relationship analysis 

中药炮制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我 国传统的中医中药学理论，按照医疗需求、医药调配比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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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藏保管的不同要求对各类中医药材加以有效的加工和处理，

使之成为一种既定规格的药品，这样既提高了其药性的稳定，

也有助于我国临床制药技术的提高。中药炮制如果可以科学、

规范的对药物成分加以合理的利用，则不仅会降减毒性，更会

合理发挥中药的作用；倘若不科学的对药材加以炮制，则不仅

不能发挥药物的作用，甚至可能会增加药物的毒副作用。因此

有效探究中药炮制与中医临床疗效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

要。

1 中药炮制方法与临床的关系分析 

中药炮制与临床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联系，以下笔者简要

就中药炮制与临床的关系、中药炮制与临床用药之间的关系等

对其做简明扼要的分析。一般而言，中药炮制的一般的炮制工

序为中药材的净制、中药材的切制和中药材的炮制三个方面。 

1.1 中医药材的净制 

中医药材的净制是药材进行加工的第一步工序，炮制中所

需要的药材来源复杂多样，其种类十分广泛，即便是同一药材，

也可以根据临床要求而采用不同的入药部位。因此对于净制流

程中选用的中医药材需要经过仔细挑拣、筛选、碾切以及漂洗

等一系列环节，进而更好的除去杂质，诸如泥沙、残根等等。

在诸多的药物净制中，比如茯苓去泥土，石膏挑沙石，防风去

芦头，鳖甲去残肉等等，这些净制流程的规范性操作，不仅可

以有效提高药物的纯净度，而且可以有效发挥其药效[1]。对于

一些其他的药物，其药物身上各个部位的药效均不相同，倘若

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区分，则可以满足不同的临床要求，比如

麻黄，麻黄的根可以止汗，麻黄的茎可以发汗，因此对于麻黄

要将其根和茎区分开来；再比如，紫苏的叶字可以发汗解表，

其茎对于理气安胎具有重要作用，而紫苏的果实则可以达到降

气宽中的目的，所以将紫苏叶（苏叶） 、茎（苏梗）和果实

（苏子）区分开来，针对不同部位的疗效加以有针对性的利用

可谓是十分有必要的。

1.2 中医药材的切制 

中医药材的切制是制作中医药品的重要加工环节，药品规

格根据不同的药物种类的不同性质（包括其味、气、主要功能

及其主治方面等等）有效配合临床需求制作而成[2]。通过切制

这一环节可以进一步剔除杂质、净化药材，并在此流程中制成

一定规格的、一定形态的饮片。中医药物切制这一环节的主要

目的在于根据临床需求提供与其需求相适应的医疗药品，在其

制作过程中，本着临床用药剂量科学的均衡剂量，保障药物炮

制过程中中药有效成分的煎熬。 

1.3 中药的炮制 

中药在经过净制和切制之后，还需要一个环节的制作才能

够将其应用于临床，该环节就是中药的炮制。中药炮制可以极

大的满足中医临床用药的基本要求。炮制工艺包括蒸、炒、炙、

煅、煮、煨等等，这几种炮制方法对于药物性能的影响各不相

同，通过侧重点不同的炮制方法可以有目的的对中医药的特

性、气味以及其功效有效的炮制，有效的改善药物的固有属性，

使得所炮制的重要能够有效满足临床需求，发挥中药的最大的

效用。 

2  中药炮制与临床用药的关系分析 

2.1 中药炮制与疾病表、里的关系 

一般而言，疾病有表里之分，中药也有不同的性质。在临

床诊治过程中，对于疾病中的表里疾病的不同病症，通常需要

利用强化复方的表里作用趋势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进而达到

治表兼本的目的。在有效强化复方表里作用的时候，除了对不

同药物的仔细筛选之外，还需要对药物加以炮制才能够进一步

满足其临床需求。 

以干姜为例，干姜本来有温中散寒，兼而发汗的显著药性，

在通过对其的煨制后，它具有了温中止呕的功效，通过炒炭之

后，干姜的发汗解表就消失了，却具有了较之于从前不同的功

能——温中止血，而其他的功能极大的被降低，该作用却愈加

增强。再以柴胡为例，柴胡的发汗解表特性最为明显，从其表

里角度来讲，其药性偏表，经过醋炒之后，柴胡的发汗解表作

用明显的减弱，而且其作用趋向于里，由柴胡和干姜等为例可

以看出，炮制作用可以改变药物的表里作用，更加适合临床疾

病诊治的需要。 

2.2 中药炮制与疾病寒、热的关系 

对于常见疾病中寒热性质不同的病症，一般情况下需要采

用强化复方温清作用的方式，来达到诊治寒热的需求。除了不

可避免的需要对药物加以选择之外，必须有效通过中药炮制方

法充分发挥强化复方温情的作用。以下笔者以天南星、豆豉等

为例，简要对中药炮制与疾病寒、热的关系加以分析。 

天南星，其本性属温和，有毒，对于寒痰和湿痰的治疗效

果较好[3]
。但是将其用苦寒的胆汁炮制之后，其本性便趋向于

凉性，反而更加适合于诊治肺热多痰的疾病。而豆豉也是，豆

豉原本性质趋平，在基本的生活中极为常见和用到，但是当豆

豉用苏叶、麻黄等温性药物炮制之后，其对于风寒表证的疾病

诊治更加有效；而当用桑叶、青蒿等寒凉药物对豆豉加以炮制，

其性趋向于寒，对于外感风热这一病症具有较为有效的诊治作

用。由天南星和豆豉的炮制作用可知，炮制作用可以有效改变

药物的寒、热性质，能够适应多变的病症。 

2.3 中药炮制与疾病虚、实的关系 

对于虚实不同症状的疾病的有效诊治，需要通过强化复方

作用的补泻作用加以渗透和深入。不可避免的是，为有效加强

补泻作用的效果，首先得选用合适的药材，进而通过对药材的

炮制达到该效果。以下，笔者简要通过甘草和生地的实例，对

中药炮制与疾病虚、实的关系加以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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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常见的甘草，其本性趋凉，能够有效排泄火毒，对于

润肺止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然而，甘草经蜜汁炮制

以后，其体性则趋向于平和温润，其主要的诊治功能也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由原先的治泻而变成补，对于补脾益气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4]
。而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比如生地，其

性趋寒，对于清热凉血的症状缓解极佳，但是对其进行炮制之

后，比如说用酒加热蒸熟之后，生地对于滋阴补虚的作用则更

加显著。不难看出，经过炮制之后的药材，通过对药物补泻作

用的改变，可以有效对实际诊治病症中多变的补泻情况加以有

针对的治疗，满足疾病虚实相间的治疗方式。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重要炮制与患者的体制好坏和年龄大

小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有的药物太过强劲，对于体制较弱

者则显得太过，这就需要对药物加以炮制之后，缓冲其强劲的

药效，进而更好的适应弱者的体质。 

3  结  语

中药炮制与中医临床疗效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倘若

可以有效的对中药炮制和中医临床医疗效果加以深入的了解

和探讨，则势必会对于我国的医疗事业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

笔者衷心希望，以上关于对中药炮制与中医临床疗效的浅谈，

能够被诸多同行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其加以合理的吸收和采

纳，进而更好的提高我国医疗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保障我国人

民群众的健康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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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in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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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中心医院，河南  开封，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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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左归饮加减治疗继发性不孕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收治的继发性

不孕患者 60 例，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实施左归饮加减治疗，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临

床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的治愈率（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53.33%），且无效率明显低于对照组（6.67%VS46.67%），组间差

异明显（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左归饮加减治疗继发性不孕可有效提高治愈率，降低无效率，临床效果显著，相对于

常规治疗，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左归饮加减；继发性不孕；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Zuogui Decoction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treatment of secondary infertility. 

Methods: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1 - September 2012, 60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infertilit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0 cases in each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o implement Zuogui Decoction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to implement regular treatment, observ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cure rate 

(93.33%)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53.33%), and no efficiency i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6.67% VS46.67 %), clear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P < 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left to ad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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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ract secondary infertility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ure rate, reduce the inefficiency, clinical effect is remarkable, relative 

to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safe and reliable,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The Zuogui Decoction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Secondary infertility；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继发性不孕是指有过妊娠史而未再受孕者，古代医学称之

为“断绪”
[1]
。受孕是一个即协调又复杂的生理过程。顺利受

孕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卵巢可正常排卵、精液正常、性生活

正常、精子与卵子可正常相遇且顺利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

卵可顺利到达宫腔内且成功着床与准备好的子宫内膜
[2]
。上述

条件中，若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均可导致不孕。为探讨左归饮

加减治疗继发性不孕的临床效果，本文选取我院于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收治的继发性不孕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进

行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我院于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收治的继发

性不孕患者 60 例，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30

例，年龄在 28～3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4.5±2.2）岁；不

孕年限在 3～6 年之间，平均年限为（4.8±0.9）年。对照组

30 例，年龄在 27-3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2.5±1.8）岁；

不孕年限在 3～5.5 年之间，平均年限为（4.5±0.7）年。两

组患者在年龄、不孕年限等一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P＞0.05），

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1.2 临床表现  

60 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腰酸、下腹疼痛、乳房胀痛、月

经不调、经行不畅以及心烦易怒等症状，经妇科检查，宫颈炎

6例，阴道炎 6 例，无排卵者 18 例，输卵管堵塞 30 例。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方法，观察组实施左归饮加减治疗，

可根据患者具体病情对处方成分与剂量进行调整，基本处方如

下：熟地 12g，山茱萸 12g，生山药 13g，枸杞子 10g，炙甘草

15g，茯苓13g。①若病在子宫、输卵管，基础方中加巴戟益母

草12g，淫羊藿13g，川断15g，路路通11g，茺蔚子14g，生黄

芪12g，丝瓜络15g；若为痰浊内阻者，可加清半夏12g，陈皮

10g，黄柏11g，枳实11g，胆南星13g；若为寒凝胞宫者，可加

制附片14g，肉桂13g，鹿角胶11g，乌药13g；若为肝郁气滞

者，可加通草11g，香附10g，川芎14g，枳壳13g。

②若病在卵巢，基础方中加益母草 11g，川断 10g，黄柏 12g，

菟丝子 13g，五味子 13g，鱼腥草 11g，车前子 15g；若为阳虚

者，可加巴戟 12g，女贞子 13g，淫羊藿 10g，肉苁蓉 15g；若

为气虚者，可加生黄芪 12g，杜仲 11g，生白术 14g；若为阴虚

者，可加龟板胶 12g，生地 13g。③用法为上方 1 日 1 剂，煎

服，早晚各 1 次，2个月经周期为 1个疗程。 

1.4 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治疗 3 个疗程以内妊娠；无效：治疗 3个疗程以上

仍未妊娠。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6.0 系统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应用

x 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效果上的比较：观察组治愈28例，无效2

例，治愈率为93.33%，无效率为6.67%；对照组治愈16 例，无

效14例，治愈率为53.33%，无效率为46.67%。观察组在治愈率

上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在无效率上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在治疗效果上的比较 

组别 N（例） 治愈（例） 
无效（例） 

治愈率 无效率 

观察组 
30 28 2 

93.33% 6.67% 

对照组 30 16 14 
53.33% 46.67% 

x 2

9.734 12.793 

P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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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临病时选方以辨证施治原则为

指导:即补肝肾、养精血、故选左归饮为基础方，临证加减。

临证治疗继发性不孕时，应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导思想，主诉

和伴    随症状、体征，西医检查结果相结合。辨明脏腑、气血、     

 冲任、胞宫的寒热、虚、实。女子以血为本、肝为重、肾藏

精、主生殖，故不孕多为肝肾精血亏虚，同时伴见肝郁气滞、

湿热内蕴、寒湿壅盛，瘀阻胞宫。病在卵巢，排卵障碍者多虚

症、夹杂肝郁湿阻、病在子宫，输卵管实证为多，但又往往久

病致虚。故施治时应重在补肝肾养精血，随证施加理气解郁、              

清热         

                      

    化湿，祛痰活血通胞络之品[3]。 

本组资料中，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治疗，观察组实施左归

饮加减治疗，经治疗，观察组在治愈率上明显高于对照组

（93.33%VS53.33%），组间差异明显（P＜0.05）；同时在无效

率上明显低于对照组（6.67%VS46.67%），组间差异明显（P＜

0.05），有统计学意义。凌桂梅等人
[4]
的研究中，对照组实施常

规治疗，实验组实施左归饮加减治疗，经治疗，实验组在治愈

率上明显高于对照组（92.67%VS55.27%）；同时在无效率上明

显低于对照组（7.33%VS45.73%），组间差异明显（P＜0.05），

有统计学意义。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对不孕症患者实施左

归饮加减治疗，可有效提高治愈率，降低无效率，临床疗效确

切，值得临床推广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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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ment of Insomnia with Liver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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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深刻阐述失眠与肝的关系以及失眠症从肝论治的临床意义和实际效果。方法：通过回顾性循证和归纳、分

析的视角将失眠症的辨肝论治的症候特征和治疗特点给以综述。结果：将近十年发表的有关失眠症从肝论治的文章，具体归纳为

八大治疗原则：失眠当辨证治肝以安神；疏肝解郁以调神；疏肝健脾以谧神；舒肝清心以静神；养心舒肝以养神；平肝化痰以镇

神；疏肝活血以宁神；补益肝肾养阴以安神。结论：失眠的发生与肝的疏泄、条达、藏血、谧神的生理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失眠

症从肝辨证论治有着良好的效果和实际意义。 

【关键词】失眠症；辨肝论治；安神 

【Abstract】Objective: To profoundly exp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omnia and liver an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efficacy 

of treatment of insomnia with liver interven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retrospective evidence-based medicinal study,summarization and 

analysis, the symptom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features of liver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for insomnia were arranged. Results: 

summarize the articles on liver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for insomnia in the lastest 10 years into eight treatment principles: relieving the 

spirits based on liver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dispersing stagnated liver Qi and relieving Qi stagnation to regulate spirits, relieving the 

liv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to harmonize the spirits, relaxing the liver and puring the heart to calm the spirits, tonifying the heart and 

soothing the liver to support the spirits,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solving phlegm to strain the spirits, regulating the liver and invigora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tranquilize the spirits, and replenishing the liver and kidney and norishing the Yin to calm the spirits. Conclusion: The 

occurance of insomnia is relatively connected with the physical functions of the liver, and it achieved satisfactory efficacy and current 

significance to treat insomnia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liver. 

【Keywords】Insomnia;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liver; Calm the spi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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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睡眠是人类维持生命健康所必需的生理活动。可以

说“健康的体魄来自睡眠”；“睡眠除了可以消除疲劳，使人产

生新的活力外，还与提高免疫力、抵抗疾病的能力有着密切的

关系”
[1]
。可知，正常、科学的睡眠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基本的、

最有力的保证。若人不能正常地睡眠必然使人机体失去健康，

不能正常地睡眠便是睡眠障碍，临床包括嗜睡、失眠等症状特

征。 

失眠症是睡眠障碍最为主要、常见的临床证征，通常为经

常性的睡眠减少，难以入睡，或寐而易醒，醒后难以入寐，时

睡时醒，睡眠时间缩短，或彻夜不眠的病症。相当于中医所称

的“目不瞑”、“不得眠”、“不得卧”、“不寐”、“无眠”、“少寐”

等。失眠症的形成病因是多方面的，五脏为病皆可引发失眠，

故其病位、病理机制又有所不同；据临床研究所示，因肝病而

导致的失眠在人群中占较大的比例。 

从肝论治，其治疗是建立在肝脏阴阳、气血亏虚、肝经受

邪、或心肝不能驾御神魂之上的论治。历代医家都有所论述，

在《普济本事方》中曾阐述失眠的病因：“平人肝不受邪，故

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

魂扬若离体也。”情志、精神、心理因素，久病肝伤仍是失

眠证的主要发病因素，常见类型是肝郁化火、肝郁脾虚、肝

肾阴虚，肝血瘀滞等。在论治上，宋•许叔微创制真珠园以育

阴潜阳，在服药方法上提出“日午夜卧服”的观点。其后对

之有所发展，认为睡眠与肝关系密切，睡眠昼夜节律是通过肝

藏血来      实现的，“人寤则魂归于目，寐则魂归于肝”（《血证

论•卧寐》），肝之阳盛阴衰、阴阳不交是失眠的基本病理，

平肝养阴潜阳是主要法则。但临床由于病发多样化，病证多有

兼夹，治疗也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1 失眠当辨证治肝以安神 

病发于肝或久病及肝治当从肝，但肝病失眠有着不同的发

病机制。有人认为[2]
,睡眠调控作用非常重要,神志之病与肝密

切相关。肝失疏泄、条达之性,气血失和,导致神不安宁而病不

寐,故治疗多从肝论治。据此将不寐分型辨治,肝气郁结用柴胡

疏肝散加减,肝郁瘀阻用血府逐瘀汤加减，肝阳上亢用天麻钩

藤饮加减，肝郁化火用龙胆泻肝汤加减，肝胃不和用暖肝煎合

吴茱萸汤加减，肝肾阴虚用一贯煎合杞菊地黄丸加减。并强调

择时服药、顺乎阴阳,有别于普通内服汤药早晚分服的服法,分

别于午后和睡前服用。并主张身心并治,整体调理，药物治疗

同时重视精神调摄、心理疏导和讲究睡眠卫生，指导患者合理

饮食，适度参加锻炼，拓展兴趣范围，以丰富精神生活，从而

促进失眠症的康复。有人依据自己的经验提出辨证论治的原则
[3]
，肝郁血瘀证治宜调畅血气，肝郁脾虚证治宜疏肝健脾，肝

胆火盛，营卫不和治宜清肝胆，和营卫，肝火上炎证法当清泄

定魂，肝血虚弱，虚热内扰当以养阴清热，除烦安神。 

也有人提出从肝论治八法
[4]
：肝郁不眠者当疏肝安神法，

方用四逆散或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肝郁火炽不寐用清肝安神

法，方宜龙胆泻肝汤加减；肝阳上亢的不眠当平肝潜阳、滋肾

安神，方选天麻勾藤饮；肝经有痰不寐当调肝理气化痰，方用

温胆汤加柴胡、郁金、远志、菖蒲；寒邪袭肝之不眠宜暖肝散

寒安神，方用暖肝煎合吴茱萸汤加减；肝血瘀阻不眠当疏肝活

血化瘀安神，方用血府逐瘀汤加减；肝阴不足的失眠当柔肝养

阴安神，方宜一贯煎合杞菊地黄丸加减；肝血亏虚的失眠当益

气补血养肝安神，方用补肝汤合八珍汤加减。更有临床将失眠

分为九个类型：肝郁血虚、肝郁阴虚、肝火上炎、肝阳上亢、

肝（胆）郁痰扰、心肝血虚、肝肾阴虚、心肝胆虚怯、心肝血

瘀，依此调治 78 例，病程最长 5 年余，最短者半月，经治两

个疗程，痊愈 42 例（53.85%），好转 30 例（38.46%），总有效

率 92.31%。 

2  疏肝解郁以调神 

失眠者以肝气郁结引发者不在少数，肝主情志，若情志郁

结、恼怒等肝失疏泄情志失于条达，心神不守浮越于外，而不

得眠。有人用自拟的更年加寐汤加减治疗更年期不寐，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5]
：将 86 例不寐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46 例和对照

组 40 例，治疗组给予自拟更年加寐汤加减，日服一剂，分温

两服；对照组给予谷维素片 1 次 30～50 mg，3 次/d，刺五加

注射液 250 ml 静滴，1次/d。结果显示治疗组、对照组睡眠质

量改善总有效率分别为 89.1%、75%。两组疗效经统计学处理有

显著性差异(P<0.0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始见于《伤寒论》太阳篇中篇第 107 条: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

不可能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是广泛用于治疗精神

分裂症、抑郁症、心脏神经官能症、脑外伤后遗症、更年期综

合征、癫痫、动脉硬化症等的药物，特别适用于治疗失眠症。

有人[6]
用本方加减（柴胡、制半夏、党参、茯苓、黄芩各 10 g，

甘草 6 g，桂枝 3 g，大黄 4 g，龙骨、牡蛎各 15g，生姜 3片，

大枣 5枚。）治疗失眠症 54 例，病程 2月～3 年。病例均符合

中国精神疾病失眠诊断标准 CCMD-2-R，中医辨证为肝郁气滞型

失眠。日 1 剂，1 个月为 1 个疗程。结果痊愈 28 例，显效 18

例，有效5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为94. 4% (95% CI=84. 09% ～

98. 78% )。有人[7]
用疏肝理气养心安神法治疗失眠，如自拟疏

肝安神汤（柴胡 12g，陈皮 10g，川芎 10g，香附 10g，白芍 15g，

炙甘草 6g，酸枣仁 30g，知母 10g，茯苓 10g，夜交藤 15g，生

牡蛎 30g，龙骨 30g，琥珀粉 5g，合欢皮 15g，远志 10g。）

治疗失眠患者6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30 例，采用疏肝安神汤

加减治疗。对照组 30 例，采用西药治疗，结果两组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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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中药停药后无明显副

作用，无成瘾性，优于西药治疗。由此肯定了自拟疏肝安神汤

治疗失眠疗效显著性。 

柴胡疏肝散出自《景岳全书》，是常用于治疗肝郁气滞证

的方药，也用于治疗失眠。有人
[8]
用本方加减治疗顽固性失眠，

设立对照组，治疗组 60 例，病程 3 月～7 年。对照组 57 例，

病程 4月～6年。 治疗组用柴胡疏肝散为基本方（柴胡 15g、

炒白芍 15g、炒积壳 10 g,甘草 6g、川芍 9g、制香附 10g。）根

据辨证类型以加减，日 1 剂，7 剂为一疗程。对照组每晚服用

艾司唑仑(舒乐安定)片 2mg，4 周后统计疗效。结果治疗组临

床痊愈 27 例，显效 25 例，有效 4例，无效 4 例，愈显率 86.67 

%，总有效率 93.33%；对照组相应为 13、17、15、2 例、52. 63 

%、78.95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愈显率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

异（P<0.01），总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可知顽

固性失眠，从肝胆论治，以疏肝解郁、理气安神为法多获良效。 

3 疏肝健脾以谧神 

疏肝健脾法的治疗是为肝郁脾虚证型失眠而设，其证的形

成与肝、脾间的生理功能、制化密切相关。或因肝气郁结而使

脾失运化，或病失治转为脾虚，血不养肝而失去疏泄以气郁，

两者的影响而使血不养心、心神失守则失眠。多表现为胸胁满

闷、气短乏力、面色淡黄、嗜卧、夜卧不实、时醒时寐等。对

此临床中医药治疗有着较好的疗效。 

有人[9]
用自拟舒郁健脾汤治疗肝郁脾虚型失眠。将 80 例失

眠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0 例采用舒郁健脾汤治疗；对

照组 40 例采用艾司唑仑片、谷维素片治疗。30d 为 1 个疗程，

观察两组睡眠的改善情况。结果临床痊愈率、总有效率治疗组

分别是 32.5%、95%；对照组分别是 12.5%、85%。两组总有效

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但临床痊愈率比较及两组

治疗前后主要症状积分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表

明舒郁健脾汤治疗肝郁脾虚型失眠有较好的疗效。 

另有人
[10]

用疏肝健脾汤治疗失眠证，有着良好的临床疗效,

并较临床常用的西药为优。设治疗组 24 例口服疏肝健脾汤（柴

胡、香附、当归、合欢花各 15g,党参、白术、茯苓 18g,白芍、

生酸枣仁、生麦芽各 20g,炙甘草 10g。）加减，水煎服日 1剂,

睡前 30min 服用。对照组 22 例口服安定、谷维素，两组 7d 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2 个疗程，观察临床疗效。治疗组有效率

91.67%，对照组有效率 59.09%。两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0.01)。治疗组平均睡眠时间和平均入眠时间与治疗前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P<0.01),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 

有人
[11]

观察调肝理脾中药（珍珠母、醋柴胡、白芍、茯苓、

黄连、麦冬、当归、炙甘草、何首乌、夜交藤、郁金、酸枣仁、

合欢皮、琥珀面、焦白术、生地黄。）治疗女性围绝经期失眠

74 例。治疗组 38 例，对照组 36 例；治疗组服用调肝理脾中药

汤剂，对照组服用安定、谷维素，疗程均为 28 天。结果两组

治疗失眠疗效相当；3个月后随访,对照组失眠复发率明显高于

治疗组(P<0.05)。治疗组治疗后各项生活质量指标均有明显改

善(P<0.05 或 P<0.01),对照组治疗后生理功能、躯体疼痛、总

体健康、活力、精神健康指标有明显改善(P<0.05),且治疗组

治疗前后差值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结果调肝

理脾中药治疗女性围绝经期失眠确有疗效，可很好地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且具有明显优势、较好的后续疗效。 

有用养血补肝法与健脾补气相合用治疗失眠，如用益气养

血补脾和肝方
[12]

(人参、白术、茯苓、山药、黄芪、熟地、当

归、柴胡、香附、延胡索、茯神等)治疗失眠 30 例，并设对照

组观察疗效及症状改善情况。结果治疗组总体疗效与对照组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的症状积分治疗前后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降低。由此可知，益气健脾、养血补

肝法能够改善失眠患者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4  舒肝清心以静神   

该型属肝郁化火型，临床以肝气郁结，久之化火，火扰心

神而致失眠，其表现特点：头痛、眩晕或面赤目红，口苦咽干，

胸胁胀满，便秘，暴聋暴盲，肢体振颤麻木，情绪不稳，烦躁

易怒，失眠多梦，易醒，舌红苔黄，脉弦数。 

余恒旺等[13]
用神安宁片（苦参、郁金、白芍、五味子、酸

枣仁、夜交藤等）治疗神经衰弱和焦虑证、失眠症，属于肝郁

化火型。治疗组 242 例用神安宁片舒肝解郁，清心安神；每天

3 次，每次 5 片；对照组 125 例服用舒乐安定片。治疗组痊愈

82 例，显效 118 例，有效 33 例，无效 9例，愈显率 82.64%，

总有效率 96.28%；对照组痊愈 38 例，显效 46 例，有效 25 例，

无效 16 例，愈显率 67.2%，总有效率 87.2%。两组比较愈显率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龙胆泻肝汤治疗肝火扰心型失眠 56 例
[14]
，治疗组龙胆泻

肝汤加减治疗；对照组予舒乐安定2mg，睡前口服，谷维素20mg，

日服 3 次；疗程分别为 4 周。结果治疗组临床治愈 13 例

（23.21%），显效 21 例（37.50%），有效 16 例（28.57%），无

效 6 例（10.71%），总有效率为 89.28% ；对照组临床治愈 6

例（11.11%），显效 12 例（22.22%），有效 19 例（35.19%），

无效 17 例（31.48%），总有效率为 68.52%。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组未发现不良反应。对照

组心悸 5 例，乏力和嗜睡各 4 例，视力模糊 2 例。追访停药 1

周后：治疗组有效的 50 例中仅 5例反复。对照组有效的 36 例

中，35 例出现反复，甚或加重，对药物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

治疗结果显示，龙胆泻肝汤治疗肝火扰心型失眠具有良好的临

床效果，明显改善睡眠疗效优于对照组，且可避免长期服用西

药的药物依赖性。另组[15]
观察 96 例失眠患者进行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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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治疗组50例给予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对照组46例使用

安眠药，均治疗 1个月。结果治疗组的治愈率、总有效率分别

为 54.00%、88.00%;对照组的治愈率、总有效率分别为 32.61%、

69.57%。两组治愈率(P<0.05)和总有效率(P<0.05)差异均有显

著性。 

丹栀逍遥散加减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也有良好的疗效
[16]
。

选取 72 例肝郁化火型失眠患者,分为两组,分别用丹栀逍遥散

加减(丹皮10g，炒桅子10g 生地黄10g，白芍10g，柴胡10g，炒

白术 10g，茯神 15g，夜交藤 15g，生龙骨 30g (先煎)，生牡

砺30g (先煎)，知母10g，甘草6g),日l 剂，分2次服，服法遵

许叔微“午夜卧服”，一煎午睡前服，二煎晚间睡前服，连服

30d。和舒乐安定治疗1mg，睡前服，连服30d；观察两组间临

床疗效和睡眠改善时间。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8.89%，对照组为 

77.98%,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睡眠

改善时间提高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临床用疏肝清心汤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
[17]
。将 42 例患者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给予疏肝清心汤，对照组给予地

西泮片。临床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90.48%，对照组 71.43%，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组睡眠质量改

善优于对照组,且副作用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由此疏肝清心汤是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疗效的有效

手段。 

有人用疏肝解郁清热安神法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症
[18]

。方

用丹栀逍遥散加减（柴胡 10g,当归 10g,茯苓 15g,甘草 6g,牡

丹皮 10g,山栀 10g,芍药 10g,郁金 10g,香附 10g,黄芩 10g,黄

连 3g,炒枣仁 45g,茯神 15g,夜交藤 15g），疗程结束判断睡眠

改善。结果治愈 24 例，显效 36，有效 44，无效 12，总有效率

89.6%。可知疏肝解郁清热安神法改善肝郁化火型失眠具有较

好的临床效果。 

5  养心舒肝以养神   

此型多为肝郁心血虚型，其病理特点：肝郁不舒，气郁血

伤，子盗母气，心血亏虚，神魂失藏；临床症状主要特点：心

神不宁，夜不能寐，或难以入睡，或时寐时醒，或寐而易醒，

情绪压抑，不与人言，自卑自弃，胁肋胀满，时心悸、气短，

胸闷，面色淡黄，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弦。 

周恩庆[19]
论治失眠从心肝着手，在《证治准绳》养心汤、

《辨证奇闻》归神汤基础上，拟定了安魂定志汤（人参、麦冬、

熟地、白芍、草河车、白芥子、石菖蒲、桑椹、生龙齿、炒枣

仁、茯神），养心安神，舒肝归魂，安定五志。临床治疗 168

例，痊愈者 113 例（67.3%），好转者 42 例（25%），总有效率

92.3%。疗程 5～30 天。对痊愈的病人随访，半年后 13 例睡眠

质量不同程度的下降，9 例复发改西药治疗。临床用解郁舒心

汤加味配合其它疗法综合治疗顽固性失眠 38 例[20]
，其主方是：

柴胡、郁金、酸枣仁、丹参、五味子、龙骨、合欢皮、夜交藤；

加减。配合心理疏导：以准确、生动、鲜明、亲切的语言，分

析本病产生的根源和形成过程，让病人了解、掌握战胜疾病的

方法，提高心理应激反应能力；甚至配合西药催眠法，待病情

稳定后渐减药量，直至停用，10 天为 1 疗程。经治 1～3 疗程

后，治愈 21 例（55.3%），好转 15 例（39.5%），总有效率 94.8%。

乔保均
[21]

自拟百合安神汤治疗失眠证 126 例，方中百合味甘性

寒，清补兼用，敛气养心，安神定魄，用量至 50g，有明显的

镇静安神的作用；酸枣仁甘收酸补，安神；当归补阴血，佐百

合养心阴；夜交藤味甘性平，佐以养心血，功专安神。临床加

减运用，随证治之。临床情志所伤型的显效率 66.6%，有效率

94%；脏腑失调型的显效率 55%，有效率 85.7%；总体的显效率

53.2%，有效率 88.9%。 

有用舒肝养心安神汤治疗失眠症 32 例的疗效观察[22]
。治

疗组方用：柴胡、佛手、五味子、白芍、郁金、合欢皮、麦冬、

茯苓、酸枣仁、柏子仁、夜交藤、浮小麦、大枣、丹参、炙甘

草。日 1 剂。对照组用舒乐安定 2 mg，睡觉前 30min。14 d

为 1 疗程。治疗结果两组均在终止治疗后 20d 内疗效评定。治

疗组 32 例中痊愈 19 例（59.4%），显效 7 例（21.9%），有效 4

例（12.5%），无效 2例（6.2%）， 总有效率 93.8%；对照组 32

例中痊愈 12 例（37.5%），显效 6例（18.8%），有效 8例（25.0%），

无效 6 例（18.7%），总有效率 81.3%，两组痊愈率、总有效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显效病人醒后无明

显疲乏等不良反应，病人自我满意度为96.9%；对照组；有87.5%

（28/32)存在不同程度的疲乏和发困，自我满意度为仅为

18.8%，表明舒肝养心安神汤治疗失眠症具有确切疗效。也有

人
[23]

用自拟方疏肝养心安神汤治疗失眠症。将 110 例失眠症患

者分为两组，治疗组 70 例采用疏肝养心安神汤治疗，对照组

40 例服用阿普唑伦，治疗 1 周为 1个疗程，3个疗程后观察疗

效。结果治疗组临床治愈 48 例，有效 9 例，无效 3 例，总有

效率 95.71%；对照组临床治愈 10 例，有效 18 例，无效 12 例，

总有效率 70.00%；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显著(P＜0.05)。 

叶氏等
[24]

用镇脑养心舒肝汤（珍珠母 40g，磁石 30g，龙

齿 20g，酸枣仁 20g，柏子仁 20g，夜交藤 15g，茯神 30g，合

欢皮 10g，远志 6g，麦冬 10g，白芍 10g，柴胡 10g。）治疗失

眠证。将 115 例病人随机、单盲分为镇脑养心舒肝汤组(治疗

组)59 例与舒乐安定组(对照组)56 例。两组病例先据脉症辨证

分型,分为肝郁化火、痰热内扰、阴虚火旺、心脾两虚、心虚

胆怯证型,以 4 周为治疗终点,观察治疗前后睡眠、伴随症状的

变化及服药不良反应，以睡眠变化为疗效判断指标。结果两组

失眠明显改善,总有效率分别为 83.05%与 80.36% (P>0.05)。

组 间 证 型 治 疗 组 肝 郁 化 火 型 较 对 照 组 作 用 显 著

(17/19vs14/17,P<0.05)，其余证型无统计学意义。治疗期间

治疗组未发现不良反应，对照组有 9例出现嗜睡、食欲减退、

头晕，肝肾功能及血、尿、便常规均无异常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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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肝化痰以镇神   

平肝化痰法适用于肝阳亢盛、痰浊蒙心型失眠，其病理特

点为肝肾阴虚、阳气亢奋、煎浊成痰、痰浊扰心；临床特点

为：夜卧难眠、或时醒时寐，伴有急躁易怒，或面红目赤、或

面暗无泽，头痛而胀，或有肢困体乏，大便秘结，小便黄赤，

舌偏    红苔腻而少津，脉细或涩。 

用落花生制剂合用清肝平肝化痰宁神中药治疗失眠
[25]

，落

花生叶昼合夜开，顺和自然阴阳之性，性味甘淡微苦涩，入肝

心肺经，平肝潜阳，安神建脑，止咳化痰，活血止血。单用落

花生制剂和辨证加用治疗 458 例，单用组早服 1支，晚服 1～2

支。辨证组用落花生制剂加服汤剂：柴胡、龙骨、牡蛎、天麻、

勾藤、郁金、石菖蒲、赤芍、白芍、丹参、夜交藤等，3 周为

1疗程。结果显示单用组 100 例，临床痊愈 12 例（12%），显效

55 例（55%），有效 29 例（29%），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6%；

从证型看，实证疗效优于虚证、虚实夹杂组。辨证加落花生制

剂组 274 例，临床痊愈 51 例（18.61%），显效 118 例（43.06%），

有效 82 例（29.93%），无效 23 例（8.4%）。提示对各种疾病伴

有的失眠证，采用本种方法症状改善也佳。 

杨氏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 258 例失眠患者[26]
，失眠史 2

年～16 年，平均 6年；每晚睡眠时间 2～5h，平均 4h。天麻钩

藤饮加减：天麻、栀子、黄芩、杜仲、益母草、桑寄生、夜交

藤、伏神各 9g，钩藤(后下)、川牛膝各 12g，石决明(先煎)18g。

日 1剂，水煎早晚 2次服。治疗 14 日后统计疗效。疗效标准(自

拟)：痊愈：临床症状消失，每晚睡眠时间>7h，脉舌正常。好

转:临床症状明显减轻，每晚睡眠时间比治疗前延长>1.5h。无

效:临床症状稍减轻，每晚睡眠时间比治疗前延长<1. 5 h.。

治疗结果 258 例经治后痊愈 224 例（86.82%）；好转 29 例（11. 

24%）；无效 5 例（1.94%），总有效率为 98.06% 。 

苗氏用平肝安神汤治疗高血压合并失眠症[27]
。治疗组 30

例予自拟平肝安神汤化裁治疗（生地黄、龟甲各 15g、百合、

生龙骨、生牡蛎各 30g、黄连 9g、丹参 20g、郁金 10g、夜交

藤 30g、酸枣仁 25g、茯神 15g、肉桂 6g。），日 1剂，水煎分 2

次分别于中午及睡前 1小时温服。并嘱患者消除顾虑及紧张情

绪，保持精神舒畅，保证按时睡眠，少吸食刺激食物。对照组

30例睡前 30分钟服用安定 2.5mg，维生素 B10mg、谷维素 20mg，

3 次/日，赖诺普利 20mg, 1 次/日。两组均 12 天 1个疗程，治

疗 3 个疗程，停药 2 周再随访 1～2 个月，观察统计疗效。3

个疗程治疗，两组血压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治疗组血压降

低更明显。失眠疗效：治疗组总有效率 96%，对照组 80%。两

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7  疏肝活血以宁神 

疏肝活血法适用于肝郁血瘀型失眠症，此型失眠的临床特

征包括了肝气郁结和血瘀证。肝郁久则血瘀，瘀血不去新血不

生，心神则无所养；瘀血久可化热，心神则无宁，终至失眠。

情绪多压抑、或喜怒不定、或有口干、头晕耳鸣；倦怠乏力；

面色晦暗、胁肋有明显胀闷或是疼痛，舌唇偏紫红或紫暗。 

有人观察三七合枕清眠安汤治疗失眠症的临床疗效和安

全性
[28]

。将 140 例肝郁气滞血瘀型失眠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各70例,分别用三七加枕清眠安汤、安神补脑液治疗，

疗程均为 30d；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及

阿森斯失眠量表积分的变化情况。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71%，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5.71%，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两组治疗

后中医证候积分与阿森斯积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在改善阿森斯失眠量表积分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可知三七合枕清眠安汤能明显改善肝郁气滞血瘀失

眠患者的临床症状，且无毒副作用。 

刘氏观察自拟舒肝活血安眠汤
[29]

（郁金 10g、佛手 10g、

丹参 15g、川芎 10g、合欢皮 10g、夜交藤 15g、酸枣仁 10g、

柏子仁 10g、远志 10g、丹皮 10g）治疗失眠的临床疗效。治疗

组 73 例，用舒肝活血安眠汤治疗，日 1 剂，晚餐后与睡觉前

各服 1 次。对照组 35 例，用阿普唑伦 4mg，或美多眠 0.2g，

两者每隔 1天交替使用，临睡前 15min 服。疗程均为 3周。其

结果治疗组治愈率 50.68%，总有效率 90.4%；对照组 20%，总

有效率 74.2%，两组比较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5）。 

8  补益肝肾养阴以安神 

此种类型多见于更年期妇女、高血压病、糖尿病的失眠患

者。以肝肾阴虚、阴虚阳亢的病理为特征，如两颧红赤、潮热、

盗汗、心烦易怒、手足心热、夜卧难眠、多梦纷纭、口干舌燥、

大便秘结、舌红少苔、脉细数等表现。 

有人用滋水清肝饮加减治疗围绝经期失眠症 48 例
[30]
，患

者符合围绝经期以失眠为主诉并伴有明显的自主神经和性腺

内分泌失调症状。失眠多梦、头晕头痛、烘热汗出、月经紊乱、

周身不适、乏力等，甚至忧郁、焦虑、猜疑等。用滋水清肝饮

（生地、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柴胡、白

芍、栀子、当归、酸枣仁、珍珠母、合欢花、合欢皮）加减辨

证治疗，观察 30 天。结果，治愈 15 例，显效 24 例，有效 8

例，无效 1例，总有效率 97.05%。有人用养阴平肝法治疗肝硬

化腹水失眠46例[31]
，中医辨证46例均有不同程度的阴虚表现，

主要是肝肾阴虚型、肝火亢旺型；其方药：太子参、沙参、玉

竹、酸枣仁。肝肾阴虚型加墨旱莲、女贞子，肝火亢旺加生地

黄、黄连、珍珠母。疗程两周。结果 46 例中，显效 19 例，有

效 21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86.96%。其中肝肾阴虚组 24

例，显效 12 例，有效 10 例，无效 2例，总有效率 91.66%；肝

火亢旺组 10 例，显效 2 例，有效 6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80%。由此可见，肝体阴而用阳，本虚而阳失用，若补虚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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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燮调肝魂、安定心神。 

张光栓等观察养心安神类中药配合西药治疗顽固性失眠

的疗效
[32]

。采用滋阴导眠汤（阿胶、百合、茯苓各 15g,白芍、

生地、远志、黄芩各 10g,炒枣仁 25g,甘草 4g。加减:心悸动甚、

惊惕不安加珍珠母 30g;腰酸耳鸣加枸杞子 10g,熟地 15g）。水

煎服,1d1 剂,早晚温服。配合西药(阿普唑仑)治疗病 66 例，疗

程为 1个月,1 个月后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并设对照组对

比。结果显示对照组总有效率为60%，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3.9%，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 

总之，失眠症的发生和形成与肝脏生理功能失调、病理改

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临床对失眠症的发生由肝病引发的，

当辨肝论治、疏肝解郁、疏肝健脾、舒肝清心、养心舒肝、平

肝化痰、疏肝活血、补益肝肾养阴等治疗，以静谧神志、安魂

定魄，使人肝体健、肝血藏、气调达、神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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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治疗肠易激综合征48例 

Dialectical treatment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n 48 cases 
徐义勇

1
  艾志福

1
  朱丽娟

2
   

（1.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  南昌，330004；2.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江西  南昌，330003） 

中图分类号：R5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4)03-0040-02    证 型 ：GAD 

【摘  要】目的：观察辨证治疗肠易激综合征( IBS) 的临床疗效。方法：对符合 IBS 诊断标准的 48 例患者辨证分为肝郁脾

虚、气机郁滞和脾虚湿困三型，并分别给予中药治疗。结果：总有效率达 95.8%。结论：辨证分型治疗是 IBS 的有效治疗方法。 

【关键词】辨证治疗；肠易激综合征；体会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IBS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Methods:48 cases of patients in 

accord with IBS diagnostic criteria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ype of liver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qi stagnation and spleen wet storm, 

and were given medicine treatment. Results: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5.8%. Conclusion: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reatment of IBS. 

【Keywords】Dialectical treatme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Experience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以胃肠道功能紊乱为主的一种消

化系统疾病,其临床表现复杂，主要以腹痛、腹胀、排便习惯

改变和大便性状异常(稀便、粘液便等)等症状持续或反复发作

为特征，排除引起这些症状的其它器质性疾病，诊断缺乏生化

和形态学依据。IBS 在临床上可分为腹泻型(D-IBS)、便秘型

(C-IBS)和腹泻便秘交替型(A-IBS)。本病病情缠绵，易于复发，

病程较长，可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由于其发病机理比较复杂，加之尚无理想的治疗方法而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笔者自 2012 年 9 月～2013 年 5 月, 运用中

医辨证论治治疗肠易激综合征 48 例, 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现

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48 例患者均来自江西中医药大学消化内科门诊，其中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年龄 18～60 岁之间，平均 32.8 岁；病

程1月至16年,平均为3.5年。在全部48例患者中，其中辨证为

肝郁脾虚型 22 例，占 45.8%，气机郁滞型 17 例，占 35.4%，

脾虚湿困型9 例，占18.8%。 

1.2 诊断标准 

参照肠易激综合征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1]
及普通高等教

育中医药类规范教材《中医内科学》（第六版）标准。所以患

者均有腹痛，腹胀, 肛门坠胀感，排便习惯改变和大便性状异

常等肠道功能紊乱症状,并伴有焦虑、失眠等神经症状, 每因

情志抑郁诱发或加重。所有患者均经结肠镜检查排除引起这些

症状的器质性病变。 

1.3  症状评分标准和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993 年出版，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编）。治愈：大便恢复正常，其它症状消

失，疗效指数≥90％；显效：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70％疗

效指数＜90％；有效：临床症状均有改善，≤30％疗效指数＜

70％。无效：临床症状无变化，疗效指数＜30％。 

疗效判定标准采用尼莫地平法进行测算：   

  治疗前症状总评分－治疗后症状总评分 

疗效指数=  ━━━━━━━━━━━━━━━    ×100% 

治疗前症状总评分 

2  辨证分型及治疗 

2.1 肝郁脾虚型 

主要表现为腹胀、腹痛反复发作,腹泻和腹痛症状明显,泻

后痛减，或腹泻、便秘交替发生。可伴有胸胁胀满、心烦易怒、

嗳气少食等症状，舌苔薄白或薄黄,脉细弦。治疗以疏肝健脾

解郁，益气渗湿止泻为主。方用四逆散合四君子汤加减：柴胡

10g、香附 10g、白术 10g、白芍 15g、木香 10g、党参 15g、茯

苓 10g、枳壳 10g、陈皮 12g。腹泻重者,加用苍术 10g, 便秘

重者,加用火麻仁 10g。 

2.2 气机郁滞型 

主要表现为大便干结甚至成羊粪状，每周少于三次甚或每

周少于一次, 排便困难，欲便不畅, 腹胀痛, 可触及索条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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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舌苔薄腻，脉弦。治疗以疏肝理气、润肠通便为主。方用

四逆散加味：柴胡 10g、槟榔 12g、厚朴 10g、枳壳 12g、郁李

仁 15g、火麻仁 15g、白芍 12g、郁金 12g、炙甘草 6g。腹胀明

显者加木香 10g。 

2.3 脾虚湿困型 

主要表现为溏泻交作、腹痛隐隐、腹胀、食少纳呆、神疲

乏力、身体困重等。舌质淡胖,苔白腻,脉濡弱。治疗以益气健

脾，燥湿止泻为主。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味: 太子参 20g、茯苓

15g、白术、苍术各 10g、山药 15g、陈皮 10g、砂仁 15g、甘

草 5g。久泻不止者, 加黄芪 30g，湿甚者，加用藿香、泽泻各

10g。 

上述各型之方，每日一剂，水煎服，250ml/次，2次/日，

四周为一个疗程。 

3  治疗结果 

全部 48 例病例，治愈 27 例，显效 13 例，有效 6 例，无

效 2例，总有效率为 95.8%。详见表 1。 

表 1  三型病例疗效比较 

分型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肝郁脾虚型 22 15（68.2%） 6（27.3%） 1（4.5%） 0（0%） 22（100%） 

气机郁滞型 17 8（47.1%） 4（23.5%） 4（23.5%） 1（5.9%） 16（94.1%） 

脾虚湿困型 9 4（44.5%） 3（33.3%） 1（11.1%） 1（11.1%） 8（88.9%） 

4 讨  论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指一种以腹痛、腹胀、排便习惯改

变和大便性状异常等症状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综合征，是 常见

的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之一。IBS 在临床上分为腹泻型

(D-IBS)、便秘型(C-IBS)和腹泻便秘交替型(A-IBS)，其中

D-IBS 患病率 高。有 IBS 症状者欧美报道为 10%～20%，我国

北京和广州的报道分别为 7.3%和 5.6%[2]
。近年研究表明

[3]
，IBS

与精神因素、饮食因素、肠道动力学改变、内脏感觉过敏、结

肠分泌和吸收减少、胃肠道激素的变化、免疫功能异常等有关，

现代药物临床作用局限，不能有效满足临床需求。 

传统中医学中并无 IBS 病名，其相当于中医的“腹痛”、“泄

泻”和“便秘”等病范畴。本病病因比较复杂，主要与外感、

内伤(饮食、情志)和个体特质等因素相关。张仲景将本病的病

因归纳为：“千般狄难，不越三条”；《素问•举痛论篇》指出：

“寒邪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热气留于

小肠，……，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认为感受外

邪是本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叶天士则认为：“肝病必犯土，……，

克脾则腹胀，便或溏或不爽”，认为本病的发生是由于肝病犯

脾，致使人体通、降功能失调所致。从上述古代医家的论述中

可知，历代医家对本病的病因、病机和病位等均有详细阐述，

其发病与情志因素密切相关。现代中医学研究认为[4]
IBS 发病

主要与肝、脾胃、大肠等脏腑功能失调有关，其中以肝与大肠

为主。 

笔者通过临床观察，认为肝郁脾虚型 IBS 的病机以肝郁脾

虚为主，其病位主要在肠，与肝脾诸脏关系密切，久病或年老

者可迁延及肾；病性在肝实脾虚的虚实夹杂证，因此治疗应以

疏肝健脾解郁，益气渗湿止泻为主，这完全符合四逆汤合四君

子汤的主治病症范围。气机郁滞型 IBS 的病机以肝气郁滞；病

位虽在大肠，但与肝脾肺胃诸脏关系密切，其中尤以肝及大肠

为主；病性多为实证，治疗应以疏肝理气、润肠通便为主，因

此采用四逆散加味治疗往往能取得较好疗效。脾虚湿困型 IBS

的病机主要是脾虚失运，水湿不化而內停；病性为脾虚湿困的

虚实夹杂证，治疗应以益气健脾，燥湿止泻为主，故可采用参

苓白术散加味治疗。另外，由于本病病机比较复杂，临床上常

出现证型间相互错杂的现象，因此治疗时不可偏执于一法一

方，而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辨证论治。总之，无论本病

的症状如何变化，只要抓住其主要病机，根据辨证论治结果

遣方用药往往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本病

多与情志因素有关，临床上应适当配合心理疗法，以增强患

者的治疗信心，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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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蟾素穴位注射治疗顽固性呃逆的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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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穴位注射华蟾素对顽固性呃逆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32 例顽固性呃逆患者采用穴位注射华蟾素治疗。

其中男 19 例，女 13 例，年龄 32～68 岁。消化性溃疡 8例，反流性食管炎 4例，肝硬化失代偿期 4 例，胃癌 6例，肝癌 2例，食

道癌 4 例，结肠癌 3 例，胰腺癌 1 例。每日 2 次，五天为一个疗程。结果：13 例患者穴位注射治疗后三天呃逆症状消失，9 例症

状明显减轻，呃逆次数明显减少；注射五天后，29 例患者呃逆症状消失或明显减轻，3 例患者无效。总显效率达 90.6%，其中 2

例患者出现局部疼痛，未给予特殊处理，均自行缓解或消失，其他患者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穴位注射华蟾素治疗顽固性呃

逆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且操作简单，安全有效。 

【关键词】华蟾素；穴位注射；顽固性呃逆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acupoint injection HuaChanSu of intractable hiccups. Methods: 32 cases 

of point injection HuaChanSu  of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hiccups for clinical analysis. Results: acupoint injection 

HuaChanSu  show efficiency up to 90.6%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ctable hiccups, and less adverse reaction. Conclusion: the acupuncture 

point injection HuaChanSu  intractable hiccups with obvious therapeutic effect, less adverse reaction, and the operation is simple, safe and 

effective. 

【Keywords】HuaChanSu; Point injection; Intractable hiccups 

顽固性呃逆多发生于有躯体器质性疾患的人群，常因影响

患者的进食、讲话，同时也可能影响患者正常的呼吸和睡眠，

加上精神和躯体的沉重负担，可能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顽固性呃逆治疗除病因治疗外，包括药物治疗、压眶上神经法、

封闭治疗等[1]
。 

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1 年 12 月～2013 年 7 月在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住院的患者，住院期间出现顽固性呃逆者 32 例，其

中男 19 例，女 13 例，年龄 32～68 岁。消化性溃疡 8 例，反

流性食管炎 4 例，肝硬化失代偿期 4例，胃癌 6例，肝癌 2 例，

食道癌 4例，结肠癌 3例，胰腺癌 1例。 

2 方  法 

足三里穴位定位：在膝下外侧四横指、胫骨前缘向外侧一

横指。足三里穴位注射华蟾素：找准穴位，取 5ml 注射器抽取

华蟾素 2ml，常规消毒足三里穴位及周围皮肤，用左手拇指、

食指固定穴位，右手持注射器向穴位垂直进针 2～3cm，并小幅

度上下提插针，当病人感到酸、沉、胀时把药液缓慢全部注入

穴位，按压 2 分钟。每日 2 次，5天为 1个疗程。 

3   结  果 

3.1 疗效评价标准   

采用自拟标准。治愈：呃逆症状消失；好转：呃逆次数明

显减少，发作程度明显减轻；无效：呃逆症状未减轻，发作次

数及发作程度与治疗前无变化。 

3.2 疗效评价结果   

经足三里穴位注射华蟾素治疗后，有 13 例患者穴位注射

治疗后 3 天呃逆症状消失，9 例症状明显减轻，呃逆次数明显

减少；注射 5 天后，29 例患者呃逆症状消失或明显减轻，3例

患者无效。总显效率达 90.6%，其中 2 例患者出现局部疼痛，

未给予特殊处理，均自行缓解或消失，其他患者未见明显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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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4 讨  论 

膈肌痉挛又叫呃逆，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它是由于膈

肌、膈神经、迷走神经或中枢神经等受到刺激后引起一侧或双

侧膈肌阵发性痉挛，膈肌不自主的间歇收缩，空气突然进入呼

吸道，同时伴有吸气期声门突然关闭，而从喉咙发出一种特殊

的声音。如果上述情况频繁发生，症状顽固，持续时间超过 24

小时未停止者，称为顽固性膈肌痉挛，又叫顽固性呃逆
[2]
。如

果膈肌痉挛发作持续不断，则可能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

和休息；如果同时伴有心肺疾患，则患者的呼吸功能也可能会

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于顽固性呃逆的治疗，首先要查明原因，

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如果治疗无效，再考虑使用其他方法对症

治疗。 

引起呃逆的原因很多，精神因素、饮食不当、感染、中毒

等等，因此临床实践中对其病因诊断，应根据病史、临床表现、

详细的体格检查，并结合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和辅助检查，进行

综合分析，同时还要了解呃逆发生的诱因、频率、持续时间、

是否影响患者的进食和睡眠等。一般来说，呃逆的病情不重，

不用做特殊处理，可自行消退。对于顽固性呃逆，西医认为呃

逆系由于膈肌痉挛所致，而中医认为呃逆为胃气上升，气机紊

乱而成，胃虚膈热，肾气虚损，阴火上冲等原因皆可引起呃逆
[3]
，辨证时可分为胃中寒冷、胃气上逆、气逆痰阻、脾胃阳虚、

胃阴不足等。 

目前西医临床上无法准确判断具体原因，亦无很好的治疗

方法，因此目前临床上多采用中医治疗。古今大量的实践证明，

足三里是一个能防治多种疾病，强身健体的重要穴位。足三里

为胃经合穴，属土经土穴，胃腑下合穴，能调理脾胃，和中降

逆，主治呃逆 [4]
。现代医学证实，针刺信息可直接到达脊髓、

脑干直至大脑皮层的中枢神经，并由此中转与内脏各器官的联

系
[5]
。 

华蟾素是从传统药材— 中华蟾蜍之阴干全皮为主要原料

提取制成，能增强机体的细胞性和体液性免疫功能，可降低抗

肿瘤的化疗毒性并增强其疗效，有研究显示华蟾素对胃癌、冠

心病、肺心病、脑血管病伴呃逆者疗效显著
[6]
。 

本组资料显示足三里穴位注射华蟾素治疗顽固性呃逆，显

效率达 90.6%，不良反应少，其中 2 例出现局部疼痛，未做特

殊处理，后渐自行缓解或消失。可能因为华蟾素有局部刺激作

用，注射时应注意注射深度，以 3cm 左右为宜，以避免局部刺

激。华蟾素治疗顽固性呃逆的机理目前尚不清楚，可能为华蟾

素解除了膈肌的痉挛而起到治疗作用，同时针刺足三里穴位，

二者协同作用，提高了患者的机体抵抗力，从中医角度来说“理

上降逆”，解除了引起呃逆发作的原因，而终止呃逆。为了提

高疗效，在穴位注射时应注意小幅度上下提插针，尽量针头向

上方倾斜，使病人感到有胀、麻、酸、沉感。 

综上所述，足三里穴位注射华蟾素治疗顽固性呃逆效果显

著，不良反应少，应用方便，操作简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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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 together with modified Baizu; and microecological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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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白术加味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疗效。方法：共 78 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1 例以

白术加味联合微生态制剂治疗,对照组 37 例以口服微生态制剂治疗。结果：治疗组显效 28 例,有效 10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2.7%;对照组显效 9例,有效 17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 70.3%。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治疗组为优,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白术加味治疗肠易激综合征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肠易激综合征；白术加味；微生态制剂；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reating the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By modified Baizu together with 

microecological agents Methods：A total of 78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ere divided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used modified Baizu together with microecological agents in 41 cases. comparing treatment group, 37 cases with oral probiotics treatment. 

Results：The treatment group powerfully and an example, effective 10 cases effectiveness and 3 case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2.7%; 

Control group  9 cases, effective 17 cases, 11 cases no effec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70.3%. Comparing effective rate of the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for optimal,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Of rhizom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aromatized 

therapy for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have better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Keywords】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Modified Baizu; microecological agents 

肠易激综合征是内科临床常见病之一，症状为腹疼、腹泻、

便秘、便秘或泄泻交替性发生，伴有里急后重、时好时坏,缠

绵不断。属于中医“泄泻”、“便秘”、“腹痛”范畴。我

从 2010年1 月2011 年12 月采用白术加味联合微生态制剂治疗

与单用微生态制剂治疗随机分组治疗肠易激综合征患者78例，

体会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共 78 病例均经过胃肠道钡餐造影、结肠镜、大便常规化

验、大便细菌培养、排除了器质性病变。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治疗组 41 例，男 14 例，女 27 例，年龄为最小年龄 18

岁，最大年龄61 岁，18 岁～30岁6 例，31～40岁18 例， 41～

50 岁13 例，51～61 岁4 例，病程最短者3 个月, 最长者 16 

年。对照组 37 例，男 9 例，女 28 例，年龄最小年龄

19 岁, 最大年龄58岁。19 岁～30 岁 4 例，31～40岁20 例，41 

岁～50 岁9 例，51 ～58 岁4 例。病程最短者3 个月, 最长者14

年。两组病例的年龄、性别、发病时间长短方面均无显著性

差异(P>0.05)。 

2   诊断标准 

2.1 排除组织结构或生化异常。 

2.2 在 3 个月内有反复发作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并伴有下列三项

异常中的的两项指标：

①腹部不适或腹痛在排便后缓解；

②腹部不适或腹痛发生伴有排便频率异常（≥3 次/日或≤

3 次/周） 

③腹部不适或腹痛发生伴有周大便性状异常（干结便秘或

稀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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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  疗 

治疗组予以白术加减联合微生态制剂治疗,对照组予微生态

制剂，疗程均为 1 个月。治疗组中医辨虚实、分泄秘施治如下。 

3.1 腹泻型： 

①实证：肝失条达，疏泄升职，运化失常

以疏肝健脾、祛湿止泻为主。方用炒白术加人参、茯苓、

白芍、甘草、柴胡。其中重用白芍以柔肝缓急止痛。

②虚证：久病伤肾，肝肾阳虚，失温冷泄

以益气健脾、温补肾元为主。方用炒白术加吴茱萸、五味

子、补骨脂、肉豆蔻

3.2 便秘型： 

①实证：肝气郁滞、腑气不通，大便传导失司，即：“气

内滞中物不行”。

    以疏肝理气、通腑导滞为主。方用生白术加郁李仁、栝楼

仁、麻仁、栀子、黄芩、木香、柴胡等。方重用生白术，因生

白术健脾之余尚能通便肝郁气滞，

②虚证：阴虚便秘是阴血亏虚,不能下润大肠,肠道干涩,则

可致大肠传导不利，大便干结不通。以滋肾养肝，养阴补液方

白术加干地黄、山茱萸、山药、茯苓、丹皮、枸杞子、玄参、

麦冬、百合、何首乌、当归

3.3 混合型： 

泄泻或便秘交替出现。多为脾虚失运、寒热错杂、虚实并

见。方以白术加柴胡合用半夏泻心汤治宜健脾补中，平调寒热。

半夏泻心汤寒热互用以和阴阳、补泄兼施以顾虚实。便秘时加

顺气导滞、腹泻时舒肝健脾。“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

则，  病初及发作期以祛邪为主，缓解期以扶正为主。

4  治疗效果 

4.1 疗效标准 

显效：2 个疗程内症状完全消失，3 个月未复发；有效：2

个疗程内症状好转，体征明显改善；无效：2 个疗程症状无改

善

4.2 疗效分析： 

治疗组显效28例，有效10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为92.7%;

显效与有效病例停药后 3 个月随访，无诊断复发病例。 

对照组显效 9 例，有效 17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 70.3%。

显效与有效病例停药后 3 个月随访，诊断复发病例 5 例。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治疗组为优，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白术加味治疗肠易激综合征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5 体  会 

本文综述了肠易激综合征的中医概念、病因病机、辨证分

型及中医治疗优势，总结中药白术炮制方法不同对肠易激综合

征分型治疗作用不同。指出了中医药肠易激综合征的优势。肠

易激综合征多发于中青年，与情绪、劳累、遗传，及非特异性

感染等因素有关，病变主要分布在直肠、结肠，症状以腹痛、

腹泻、便秘、腹泻便秘交替出现为临床表现，属中医“泄泻”、

“便秘”、“腹痛”范畴。本病病位虽然在脾胃或大肠。但与肝

肾不无关系，与全身气机密切相关，气机调畅与否同肝的疏泄

有重要关系。肝之疏泄可调脾胃之升降。

本病多发展缓慢，病程长，易损伤正气，导致脾胃虚弱，

进一步发展，则损伤阳气，导致脾肾阳虚，受湿邪为虐，缠绵

难愈，每多虚实夹杂，在正虚的基础上夹有湿热，气滞。诸多

原因导致脾失健运，运化失司，阻滞中焦气机，导致肠道功能

紊乱;肝失疏泄犯脾，脾胃虚则腹泻;若腑气不通则腹痛;肠腑传

导失司或津亏乏则便秘。故治疗本病利用中医辨虚实、分证型

进行施治：肝郁脾虚湿浸消泄泻予以白术加味以疏肝健脾、祛

湿止泻。若久病伤肾，脾肾阳虚泄泻，予以白术加味以益气健

脾、温补肾元为主；若肝郁气滞、腑实便结予以白术加味以疏

肝理气、通腑导滞为主。若肝肾阴虚，干结不畅予以白术味以

滋肾养肝，养阴补液生津；若泄泻或便秘交替、虚实并见，予

以白术加半夏泻心汤健脾补中，平调寒热。

单用微生态制剂双歧杆菌能抑制体内有害菌群，保持体内

微生态平衡，能控制肠易激综合症的病情。但相对联合中医

药辨证治疗，显效率低、复发率高。综上所述，白术加味联

合微生态制剂治疗优于单用微生态制剂治疗肠易激综合征，

临床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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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至虚有盛侯，大实有羸状” 

On "to He Sheng Hou, large real Lei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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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至虚有盛侯，大实有羸状” 一般表现为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假实真虚，假虚真实。对“至虚有盛候，大实有

羸状”的理解，大体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认识，一为虚实的夹杂证，一为虚实的真假证，认识不清，处理不当，即会犯“误补

益疾”及“反泻含冤”的原则错误。 

【关键词】虚实夹杂；虚实真假 

【Abstract】"To to He Sheng Hou, large real Lei shape " for the general performance of the deficiency with excess, deficiency with 

deficiency; deficiency false, false positive. For the " to He Sheng Hou, large real Lei shape " understanding, it can be generally gotten to 

know from the above two aspects, one is the actual syndrome, a virtual real true and false syndrome; if not hav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improper handling, mistake of the principle such as " error of tonic " and "anti diarrhea" will appear.  

【Keywords】Intermingled deficiency and excess; True and false appearances of deficiency and excess in combination 

宋朝•苏轼在其《求医诊脉说》中说：“脉之难明，古今所

病也，至虚有盛侯，大实有羸状，差之毫厘，便有死生祸福之

异”。苏氏意思是说：“诊脉之时要认真对待，在那种脉证不相

符合的情况下，常常会有至虚时，可能会出现实脉，在大实的

证候明显时，也可能会出现虚的脉象，他特别强调医生要认真

地诊脉、辨证。即要看到表面的现象，还要知道患病的根本，

要分清虚虚实实的复杂情况。 

我们认为，不可将此意思单纯的放在脉象的诊断上，而是

应引申到不同的角度应用于临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语做

出分析。 

1  虚证有夹实，虚证有夹虚 

“至虚有盛侯，大实有羸状”可以理解为，非常虚的病症

中也会有实的一方面夹杂其中，在实证中也会有虚的方面存

在。对此理解较透彻的首推明朝的张景岳，他多从阴阳虚实几

个方面理解且应用，如《张景岳•虚实篇》中说：”虚者宜补，

实者宜泻”，此易知也，而不知实中复有虚，虚中复有实，故

每以至虚之病，反见盛侯，大实之病，反有羸状，此不可不辨

也”。他明确的告诉我们对这种虚实夹杂证不可不认真辨别。 

张氏又接着举以实例对此说明：“如病起七情，或饥饱劳

倦，或酒色所伤，或先天不足，及其既病，则每多身热，便闭，

戴阳，胀满，虚狂，假斑等证，似为有余之病，而其由不足，

医不查因而泻之，必枉死矣”。这种虚中有实证的夹杂而取大

泻之法，是枉死的误治。张氏又举出了一外感之邪未除留伏于

经络，或顽痰、瘀血所留藏于内的，如误经补法补入则同样会

造成：“此死者，医杀之”。笔者 2009 年 3 月曾治疗杨某，1

年前做贲门癌手术，半年前即咳嗽气喘，经诊为转移肺部，来

诊前即咳嗽阵作，痰中带血，或带血丝或痰血夹杂，每日约吐

出带血痰 20 口，身体极度消瘦、言语无力，咳声低微，面色

暗黑无华。行走必须人扶持，大便 3日一次，质干，小便黄，

舌质红舌苔微黄腻，双脉沉缓细。观前医治疗是以养阴益气为

主。患者说服上中药 3剂，咳嗽及痰中带血更加严重，未敢再

服用。于是当时诊为痰热内阻，热迫血行为病之标，气虚阴弱

为病之本，是为虚中夹实之证，所以治宜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的方法。处方：瓜蒌 15g、桔梗 10g、川贝母 10g、山药 20g、

薏苡仁 20g、杏仁 12g、白茅根 15g、甘草 10g。服上药 6 剂，

咳嗽及痰中血明显减轻，再服 6剂，咳痰血消失。从而可见，

这种“至虚有盛候的诊断和治疗”必须将虚实标本辨清才能取

效，这正如《素问•标本病传论》言：“病有标本，刺有逆从”。

对于此类疾病，我们必须在辨别虚实的强弱及标本的虚实情况

后给予先补后攻、先攻后补或攻补兼施的方法，决不可只求一

方面而犯误补误泻的错误。 

2  虚证有假实，实证有假虚 

任何事物及现象皆存在着真假的可能，人的病程当中同样

有真假的出现。例如当患者病至极度虚弱将要死亡之时，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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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暂时的精神好转；几日不能说话甚则不能睁开眼睛的，却突

然说了话，睁开了眼睛，时间不会太长！或几分钟，或更长点

时间，患者死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光返照的现象。如果当

成实证的出现，岂不真假不分，这即是至虚有盛候。同样在实

证当中，显现的假虚证也会经常出现，例如阳热内实所现的胸

脘胀满疼痛、身热灼烫、口干口渴。舌苔黄腻、脉弦数等症，

突然现手足不温，或大便泄泻的假虚证，此乃阳热内阻阳气不

得外达所致，如误当虚寒证而温补，也同样犯了虚实不认的错

误。在这种虚实真假的辨别中，张景岳也明确的告诫我们，他

说：“然至虚有盛候，则有假实矣；大实有羸状，则有假虚矣”。

对于这种真假的分辨，我们除在症状，舌质舌苔方面的鉴别外，

诊脉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在此方面张景岳也明确提出了“虚实

之要，莫外乎于脉，如脉之真有力，真有神者，方是真实证，

脉之似有力，似有神者，便是假实证”。张氏虽言这虚实脉诊

的重要，同时又指出了脉的出现也有虚实真假，这当然要求我

们对脉诊要认真学习，认真体会，让这指下难明的脉诊真正为

我们服务。 

总之，对“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的理解，大体可以

从以上两个方面去认识，一为虚实的夹杂证，一为虚实的真假

证，认识不清，处理不当，即会犯“误补益疾”及“反泻含冤”

的原则错误。辨别虚实的夹杂及虚实的真假，我们认为应该从

以下五个方面认真识别：①认真全面的问诊，了解疾病的因果

及全部症状。②认真诊脉，脉之“真有力有神”还是“似有力

有神”非常重要。③望舌质舌苔的变化，即舌质的颜色、舌苔

的多少、厚薄及颜色，更是重要的一个方面。④详细问其病的

治疗过程，前医的行路途径，我们要充分理解，正确则借，错

则行改。⑤合理应用现代医学的各种检验方法及诊断，对我们

判别虚实证情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虚实夹杂辨证谈 

摘  要：临床诊病首辨虚实,多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疑难

病例,有舍脉从证或舍舌从证的,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况，难以按照常规思路

来诊治。兹举数例,以发其微、张其用。 

作者：陈延   

作者单位：510120,广东省中医院   

期 刊：浙江中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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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R2   

关键词：辨证论治；虚实夹杂；医案 

Doi：10.3969/j.issn.0411-8421.2004.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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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中西医发病机制研究概况 

Using western medicin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basis of sum up the 

western medicin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nd 

pathogenesis

张  赛 

（顺义区仁和镇卫生院，北京  顺义，1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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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临床常见的功能性胃肠动力疾病，目前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通过探讨中西医病

理机制，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易激综合征提供新的思路与治疗方法。方法：搜索近几年的国内外文献，通过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

理论思想将其辨证分型；运用西医生理病理学基础归纳总结出肠易激综合征的西医病因病机和发病机制。结果：总结出中医辨证

分型为肝郁脾虚、脾胃虚弱、脾肾阳虚。西医病因病机分型主要为胃肠动力异常、脑-肠轴异常、内脏感觉异常、胃肠道激素异常、

肠道感染与炎症等多重因素。结论：IBS 病位虽在胃肠，但多有肝失条达、肝郁气滞，肝郁脾虚是其主要病机。西医发病机制为

以精神心理因素刺激为主导，伴有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异常的身心疾病。 

【关键词】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辨证分型;诊断标准;发病机制  

【Abstract】Objective: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s a common clinical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 at present its 

pathogenesis has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through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for providing a 

new method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nd treatment methods. 

Methods: to search the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overall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ory thought of it; Results: The summ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liver, spleen, spleen kidney Yang deficiency 

pixu (spleen deficient). Western medicine etiology classification mainly gastrointestinal dynamics, an abnormal brain - intestinal shaft, 

visceral sensation, an abnormal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 and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intestinal infection and inflammation. Conclusion: 

IBS disease in stomach, but the failure of the liver, liver qi stagnation, liver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is the main pathogenesis. The 

pathogenesis of western medicine is dominated by psychological factors stimulation, accompanied by abnormal nerve, endocrine and 

immune system disease of body and mind. 

【Keywords】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iagnostic criteria; The pathogenesis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种长

期或反复发作的腹痛、腹胀、伴排便性质和排便习惯异常的疾

病，而且目前缺乏形态学、细菌学和生化学指标异常的肠功能

障碍性综合征，可伴有焦虑、失眠、抑郁等神经功能失调的症

状[1]
。IBS 属中医“泄泻”、“腹痛”、“便秘”、“郁证”、“肠郁”

等范畴。国外健康人群中有 10%～20%曾罹患此病
[2]
。估计每 5

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患IBS
[3]
，成人患病率为10%～20%

[4-5]
；法

国罹患IBS的发病率为4.3%，男女比例分别为5.7%和3.7%
[6]
；中

国学者按Manning标准和罗马Ⅱ标准调查北京市人群，男女患

病率分别为7.26%和0.82%，发病人群主要集中在20～40 岁

之间，且女性多于男性
[7]
。 

1  中医辨证分型与病因病机 

1.1 肝郁脾虚  

IBS 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诱发与致病均与情志因素密

切相关，中医认为七情可导致内脏损伤，尤其对肝、脾、

肠胃的影响较大。朱丹溪《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

指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肝主疏泄，喜

条达，易为情志所伤。若肝郁气滞，则肝木有病，气机郁

滞，脾胃运化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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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叶桂所云：“肝病必犯土，是侮其所胜也，克脾则腹胀，

便溏或不爽。”由此可知，恼怒忧思等精神因素，使肝气郁结，

肝失疏泄，气机不畅，横犯脾土，脾胃受限，脾气受困，脾不

升清运化失常发为泄泻；或肝郁气滞，升降失调，导致大肠传

导阻滞则发生便秘；或肝失条达，肝木犯土，气机不畅，经络

不通，不通则痛见腹痛腹胀。又如叶桂所说：“善怒多思之体，

情志每不畅达，怒则气结于肝，思则气并于脾，一染杂症，则

气之升降失度，必加于呕恶、胸痞、胁胀、烦怒。”综上所述，

肝郁气滞、情志失调是 IBS 发病的基本原因，肝木犯脾是发病

的基本病机[8]
。 

1.2 脾胃虚弱  

IBS 系主要体现在脾升则健、胃降则和，脏象学说以“脾

升胃降”概括机体整个消化系统的生理功能。脾主运化，过度

劳累、生活紧张、思虑过度则伤脾，导致脾血暗耗，脾胃受损，

运化失常，水谷精微不能吸收反而湿滞肠中，发生泄泻。尽管

肝气乘脾是发生 IBS 的基本病机，但是脾胃乃后天之本，是决

定人体后天正气强弱的关键，即脾强则不受木犯。《景岳全书》

指出：“盖以肝木克土，脾胃气受伤然。使脾气本强，即有肝

邪，未必能入，今既易伤，则脾气非强可知矣。”《景岳全书》

又指出：“饮食失节，起居不时，以致脾胃受伤，则水反湿，

谷反滞，精化之气不能输化，乃至污浊下降而泻利作矣。” 综

上所述，脾胃虚弱为 IBS 发生的内因。 

1.3 脾肾阳虚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肾阳之火温煦脾阳，又依

赖后天水谷精微滋养。脾虚久泻可损伤脾肾阳气，脾虚不能运

化水谷化生精微，无以温补肾阳，则肾阳不足。脾阳根于肾

阳，肾阳不足，火不生土，不能温养脾阳，脾阳更虚。因此

《名医杂著》云：“元气虚弱，饮食难化，食多则腹内不和，

疼痛、泄泻。”如此互为因果，则使病情迁延不愈，终致脾

肾阳虚、      脾肾同病。 

2  西医诊断标准与病因病机 

2.1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参照 2006 年罗马Ⅲ工作委员会在美国胃肠病周

正式公布的 IBS 便秘型诊断标准，即罗马Ⅲ标准[9]
。诊断前症

状出现至少 6 个月，以近 3 个月满足下列标准：反复发作的腹

痛或不适，最近 3 个月内每个月至少 3 天出现症状合并以下 2

条或多条：①排便后症状改善；②发作时伴有排便频率改变，

每周排便<3 次；③发作时伴有大便性状或外观改变：块状便或

硬便；④排便费力或排便不尽感；⑤腹胀。实验室检查、x 线

钡灌肠、结肠镜检查、黏液活检基本正常。西医按照症状一般

将IBS分为腹泻型、便秘型、腹泻与便秘交替型。 

2.2 胃肠动力异常 

有研究表明，胃肠运动功能异常是 IBS 发生的重要因素，

当胃肠动力出现紊乱时，动力加快可引起腹泻，动力减慢可导

致便秘，肠道痉挛则产生腹痛[10]
。IBS 患者肠道动力改变主要

以结肠动力紊乱为表现．还可以伴有食管、胃、小肠、直肠、

肛门功能紊乱。可在全胃肠道出现症状，甚至胆囊、膀胱动力

也异常
[11]

。朱晓新认为
[12]

，5-HT 受体参与反射调节控制胃肠道

动力和内分泌，功能性的 5-HT 受体遍及人体胃肠道。增加收

缩力、增加肠的分泌可以促进肠内容物通过胃肠道。位于肠腺

窝部位的 EC 细胞在机械或化学刺激下可分泌 5-HT 及肽类物

质，这些物质以旁腺的形式作用于粘膜下的传入神经末梢，由

此调节蠕动反射与分泌运动。EC细胞可以看作是一个“感觉换

能器”，肠腔的刺激或扩张可使其释放5-HT，5-HT刺激位于内

脏和迷走神经初级传入神经元上的5-HT3和5-HT4受体来调节感

觉和运动。 

2.3 脑-肠轴异常 

目前研究认为，脑-肠轴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分泌神经递质，

在大脑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和自主

神经-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ENS）以及胃肠

道效应细胞间传递而实现，这些神经递质既存在于 ENS，又存

在于 CNS，故又称为脑-肠肽。其主要兴奋递质有 5-H

（5-hydroxytryotamine）、P 物质（P material,SP）、组胺

（histamine）、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ition gene-related 

peptide,CGRP ） 等 ； 抑 制 性 递 质 有 胆 囊 收 缩 素

（cholecystokinin，CCK）、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VIP）

等[13]
。有研究认为，精神心理因素可以引起 IBS 发作或加重，

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不安因素刺激机体，影响了植物神经

功能，从而引起结肠和小肠的运动功能改变及分泌功能的失调
[14]

。此外，心理精神因素在 IBS 发病中的作用也被认为是 IBS

脑-肠轴作用机制的证据之一
[15]
。 

2.4 内脏感觉异常 

目前众多研究认为 IBS 存在内脏高敏感状态，即内脏组织

对于刺激的感受性增强，包括痛觉过敏和痛觉异常
[16]

。内脏高

敏感既可发生在外周，又可发生在中枢和脊髓神经系统，多种

神经递质在外周、中枢和脊髓参与内脏高敏感的调控。有研究

发现
[17]

，IBS 患者对肠道收缩、充盈扩张等生理现象极为敏感，

较易受到痉挛疼痛，即痛阈值降低；其次对正常状态下的肠蠕

动较正常人更容易感受到，感觉阈值与症状的严重程度有关。

同时在内脏高敏上也不能忽视精神心理因素带来的影响，有研

究者发现患者报告疼痛或不适，阈值与患者精神心理因素有

关，这种精神心理因素与患者对于焦虑和躯体化症状的评价紧

密相关
[18]

。与正常人相比，IBS 患者交感神经活动性增强和副

交感神经活动性减弱。 

2.5 胃肠道激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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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BS 有关的激素主要包括：5-羟色胺（5-HT）、血浆神

经肽 Y（NPY）、P物质（SP）、血管活性肠肽（VIP）、胰高糖素

（Glu）、胃动素（MOT）、生长抑素（SS）等。这些激素都诱发

或者加重了 IBS，在 IBS 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

将这些激素的功能介绍如下：5-HT 主要主要通过激活受体而发

挥作用，其亚型超过21个之多，有大量研究表明，5-HT3、5-HT4、

5-HT7 受体亚型在胃肠道动力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可通过

中枢及外周途径调节肠道的运动、感觉，其信号的改变可导致

腹泻、便秘、内脏敏感性的变化等。5-HT 与位于内在初级传入

神经上的 5-HT4 受体结合，可兴奋上行兴奋性运动神经元导致

向口端的环形肌收缩，同时兴奋下行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向背口

端的肌细胞发出信息，使其环形肌舒张，从而使食团向前移动。

血管活性肠肽（VIP）为肠道抑制性神经递质，在消化道的主

要表现为抑制食管括约肌张力，抑制胃肠肌张力，抑制小肠电

解质吸收和胆囊收缩[19]
。P 物质（SP）为肠道兴奋性神经递质，

可促进胃肠道平滑肌收缩与肠蠕动，抑制肠道吸收、刺激胆囊

收缩。胰高糖素（Glu）主要以内分泌方式起作用，生物学活

性主要是升高血糖、刺激儿茶酚胺类释放、降低胃肠道等多种

平滑肌活动张力、抑制肠道电解质和水吸收，各种应激状态、

低血糖、胆囊收缩素（CCK）、VIP、副交感、交感神经兴奋都

可使 Glu 分泌增加[20]
。胃动素（MOT）为消化间期激素，可引

起下食管括约肌紧张性收缩，引起 Oddi 括约肌及胆囊收缩和

十二指肠运动，加强回结肠运动
[21]

。生长抑素（SS）为胃肠神

经肽，由胃肠分泌细胞（D 细胞）分泌和产生，对消化道的生

物作用为抑制性。它能抑制各种胃肠道激素的分泌，能抑制胃

酸分泌，能抑制胃肠道、胆管平滑肌的运动，减少小肠对电解

质、水及营养物质的吸收。大量文献表明：胃肠激素作为胃肠

道的一种重要的调节因素，必然与肠易激综合征有着某些联

系，虽然 IBS 患者体内确实存在胃肠激素的变化，但对某些胃

肠激素的变化尚存分歧，胃肠激素在 IBS 患者体内的具体作用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6 肠道感染与炎症 

很多研究证明肠道感染可导致 IBS，约有三分之一的 IBS

病人在患病前曾有急性胃肠道感染史，在病原体已被清除、粘

膜炎症消退后发生 IBS，称为感染后 IBS[22]
。有学者研究后发

现，IBS 患者结肠和回肠即使存在最低度炎症，仅局限于肠粘

膜的低度炎症也会扰乱胃肠运动，并激活内脏感觉系统。此外，

炎症免疫细胞分泌的炎症递质和细胞因子也影响肠道的功能。

研究发现肠炎、痢疾、受凉等是 IBS 的发病因素。研究表明内

脏敏感性与炎症反应关系密切，神经递质、免疫因子参与了这

种调节。说明 IBS 的发病与炎症因子密切相关[22]
。 

2.7 遗传因素及其他因素 

IBS 有明显的家族遗传集聚倾向。而且在一个家族中临床

表现较为相似，这可能与饮食结构及饮食习惯相近有关。另外，

IBS 的发病还与肠道菌群失调、药物、神经、免疫、内分泌

网、糖尿病、季节因素等密切相关。 

   总之，IBS 病位虽在胃肠，但多由肝失条达，肝失疏泄导致

脾失健运而致泄泻；或因气机阻滞而致腹痛；或因气机不畅

而致便秘。所以肝郁脾虚是IBS的主要病机，同时伴有肾虚、

血瘀、痰湿、气滞等虚实夹杂的症候病理特点。IBS 的西医病

理学基础主要是胃肠动力学异常、脑-肠轴异常及精神因素等。

IBS 是在特殊的机制基础上，以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为中

介，以社会及心理因素刺激为契机而触发的身心疾病[23]
。有不

少研究发现，中医的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更有利于对 IBS 的病

因病机的认识，若能加上西医在影像、彩超、检验上的诊断，

在临床治疗上更容易取得疗效。有些临床治疗也证实中医药在

改善IBS症状方面确实有一定优势
[2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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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参苓白术散治疗重症患者 

肠功能障碍63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63 cases of modified Shenling Baizhu powder in 
treatment of severe patients with intestinal dysfunction 
张亚静 

（河南省郑州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河南  郑州，4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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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加味参苓白术散治疗重症患者肠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91 例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25 例予单纯西药治疗，治疗组 66 例在使用西药的基础上加用参苓白术散口服，连续使用 7 天。结果：

对照组有效率 80%；加味参苓白术散治疗组有效率为 86.3%，P<0.05，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加味参苓白术散辅助西药

治疗重症患者肠功能障碍疗效满意。 

【关键词】 肠功能障碍；加味参苓白术散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based on the use SHENLINGBAISHU casual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intestinal dysfunction clinical efficacy. Methods: 91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5cases I only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66 cases in the use of western medicine based on the use of oral Shenling Baizhu powder, continuous use 

for 7 days. Resul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80%; Shenling Baizhu powder casual treatment group was 86.3%, P <0.05,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Shenling Baizhu powder auxiliary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intestinal dysfunction. The results were satisfactory. 

【Keywords】Bowel dysfunction; Shenling Baizhu powder 

在当前重症医学领域，“肠功能障碍”或“胃肠功能障碍”

并没有形成确切的概念和诊断标准，而是泛指重症患者相关的

胃肠道问题，包括腹胀、腹泻、应激性溃疡、无结石性胆囊炎、

肠粘膜屏障损害，腹腔高压甚至包括肠梗死等一组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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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症患者的胃肠功能问题普遍受到关注，而且成为不可

忽视的问题，一方面重症患者胃肠道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很高，

另一方面，胃肠功能问题在 MODS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

重要作用，胃肠功能障碍往往与病情严重度和预后息息相关，

如：腹胀、肠麻痹导致的腹腔高压，肠屏障功能障碍导致的肠

源性感染等均能显著加重病情，对预后产生重要的影响，给国

家及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我国中西医结合急救

医学临床专家近年来将中医理论、辨证施治引入此领域，由此，

中药参与重症患者肠功能障碍治疗在临床上引起了高度的重

视。现将笔者近年采用加味参苓白术散治疗重症患者肠功能障

碍 63 例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8 月入住郑州市中医院 ICU

的伴有肠道功能障碍的，辨证属脾胃虚弱的危重症患者 91 例，

91 例中呼吸系统疾病 34 例，心血管系统疾病 20 例，脑血管疾

病 10 例，肾脏疾病 9 例，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5 例，消化系统

疾病 1 例，结缔组织疾病 1 例，创伤、外科手术 10 例，肿瘤 1

例。治疗入选病例按随机双盲法分为常规用药加安慰剂组（对

照组）25 例，常规用药加加味参苓白术散组（治疗组）66 例。

对照组男性 10 例，女性 15 例；年龄 54～75 岁，平均 70 岁，

治疗组 66 例，男性 50 例，女性 16 例；年龄 51～79 岁，平均

71.6 岁。两组年龄、性别、原发病等资料差异无显著性

（P>0.05），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2.1 诊断标准： 

1.2.1.1 西医诊断标准 

2002 年南方医院但汉雷等[1]按照循证医学荟萃分析的基

本步骤,对各种胃肠功能诊断方法进行了系统评价,筛选出诊断

胃肠道功能障碍与衰竭的指标并进行等级量化,首次建立了

GIDF 的临床诊断和评分方案。

胃肠道功能障碍与衰竭的诊断评分方案： 

项目 评分

1     2    3   4 

临床表现 轻度腹泻或腹胀 中-严重腹泻或腹胀 GI 出血、梗阻或因 GI 病引起体液

紊乱 

大出血和输 400ml/天以上 

肠鸣音 亢进或减弱 明显减少或减少 接近消失 全部消失 

粘膜病变 充血或水肿 糜烂或出血 应激溃疡或灶性坏死 多发或广泛坏死、穿孔

肠吸收面积 >70% 50%-70% 30%-50% <30% 

细菌易位 粘膜感染 淋巴结或肠系膜感染 腹腔器官感染 来自 GI 的全身感染 

 注：GI 为胃肠道 

评分原则采取“取高不取低”，即当临床表现、黏膜病变

或者有效吸收面积等任一项指标达到某一最高计分标准时，则

以此标准计分评价小肠功能。

1.2.1.2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郑筱萸[2]主编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脾胃虚弱证

主症:①大便时溏时泻，夹有黏液或少量脓血；②食少纳

差；       ③       饮食后腹胀明显或加重；④舌质淡胖或有齿痕,苔薄
白；⑤脉细弱或濡缓。

       
次症:①腹胀肠鸣；②腹部隐痛喜按；③肢体倦怠；④神疲

懒言；⑤面色萎黄；⑥头晕眼花。

证型确定:具备主症 2 项，次症 2 项；或主症第 1 项，次症

3 项。 

1.2.2 纳入病例标准： 

①入住 ICU 时 12 分<APACHE II 评分<20 分；

②入住 ICU 时肠功能障碍评分≥1 分；

③年龄>18 岁,性别不限；

④辨证属脾胃虚弱证；

⑤知情同意，愿意受试者。

1.2.3 排除标准 

①不能耐受鼻饲管者；

②入住 ICU 时病人存在消化道穿孔、肠出血、肠缺血坏死、

肠瘘、肠道手术后等肠道病变；

③中药过敏者。

1.2.4 剔除与脱落标准： 

①受试者依从性差、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发生并发症

或特殊生理变化等不宜继续接受试验，自行退出者等，均为脱

落病例。

②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判

断者。

③因其他原因疗程未结束退出试验的病例。

1.2.5 采用计算机产生随机数随机分为对照组，进行常规肠道复

苏；治疗组，肠道复苏同时应用加味参苓白术散组。

肠道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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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危重病人伴肠功能障碍患者入住 ICU 即予液体复

苏 6 小时达到下列目标： ①中心静脉压(CVP)为 8～12mmHg；

②平均动脉脉压≥65mmHg；③尿量≥0.5mL/(kg.h)；④混合静

脉氧饱和度≥65%。24 小时内予等渗盐水注入胃管,连续 2 天。

由肠内营养蠕动泵控制鼻饲速度,始为 30ml/h,随后根据患者胃

肠功能复苏情况逐渐加量,每 3～4h 调整一次，若鼻饲速度达到

80～120ml/h,则加入对半的能全力混匀后减慢滴速进行过渡

>500ml/24h，逐步过渡到全部采用能全力进行早期肠内营养。 

    治疗组：危重病人伴肠功能障碍患者入住 ICU 即予加味参

苓白术散(莲子肉 15g、薏苡仁 15g、砂仁 6g、桔梗 10g、白扁

豆 15g、白茯苓 15g、党参 15g、甘草 6g、白术 15g、山药 15g、

大黄 10g，每次口服 100～150mL，一日 2 次，由郑州市中医

院制剂室统一制作。

两组均以 7天为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结束后进行疗效评定。 

1.3 观察指标 

1.3.1 安全性观测 

①血、尿、便常规。

②心、肝、肾功能。

1.3.2 有效性观测 

显效：治疗后较治疗前胃肠道功能障碍与衰竭的诊断评

分降低>1 分；  

有效：治疗后较治疗前胃肠道功能障碍与衰竭的诊断评

分降低 1 分； 

无效：治疗后较治疗前胃肠道功能障碍与衰竭的诊断评

分无变化。

1.4 资料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治

疗前后采用成对 t 检验；组间比较用两样本的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 x 2 
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P<0.0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6 8（12.1） 49（74.2） 9（13.7） 86.3 

对照组 25 2（8.0） 18（72） 5（20） 80 

3 讨  论

重症患者在创伤应激状况下，其肠道黏膜的结构和功能受

到严重损害，时兢[3]等研究表明,综合性重症监护病房内胃肠功

能障碍的患病率为 60.3%,主要为肠屏障功能障碍。胃肠道是人

体四大菌库之首，肠黏膜屏障损伤，大量细菌可通过肠黏膜的

机械屏障进入体循环的血液中，引起全身感染和内毒素血症，

导致肠功能衰竭，肠屏障功能障碍是导致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

（SIR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甚至多器官功能

衰竭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肠屏障功能已成为判断危重患者

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肠道不仅是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靶

器官,更是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启动者。肠功能障碍的严重

程度和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及死亡

率密切相关。

中医药对改善肠道屏障功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近年

来，肠道复苏及应用中医药办法对改善危重症患者肠屏障功能

障碍的作用得到广泛关注，但多数为大承气汤等泻下攻里类中

药，我们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收住 ICU 的危重症患者在应

激的情况下，脾胃功能失调，运化失常，水湿不化，湿聚困脾，

故而多见脾虚夹湿之证。因此，脾气亏虚，湿邪内蕴，乃本病

发病的关键所在。其中湿邪内蕴为其标实，脾气亏虚为其本虚，

二者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脾气亏虚，运化失职，湿从内生，

反过来，湿邪内蕴日久，进一步损伤脾胃，形成恶性循环，中

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胃肠着眼，“正气存内”应

主要体现在胃气健旺，小肠分清别浊功能正常和大肠通降正常,

亦即现代医学所说的胃肠正常结构与功能。

因此，选择用中药来维持和恢复胃肠正常结构与功能可以

从健脾益气的角度着手治疗，兼以通腑泻下则可以使滞留于肠

道的病原体及其毒素与各种肠源性的有害物质、机体代谢产物

排出体外，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微循环，从而保护了机

体重要脏器的生理功能。故根据此病因病机选用中药方剂加味

参苓白术散起健脾益气，渗湿止泻，通腑止痛的作用。参苓白

术散加味组成包括:莲子肉、薏苡仁、砂仁、桔梗、白扁豆、白

茯苓、人参、甘草、白术、山药、大黄，参苓白术散源出于《太

平惠民和剂局方》，功效：益气健脾，渗湿止泻；加用大黄，

诸药合用，补其中气，渗其湿浊，行其气滞，荡涤肠胃，恢复

脾胃受纳与健运之职，则诸症自除。现代药理学证明：人参含

人参皂苷、挥发油、氨基酸、微量元素及有机酸、糖类等成分。

增强机体对有害刺激的非特异性的抵抗力，可提高机体的免疫

功能。白术能增加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在白细胞减少时

具有升白作用，促进细胞免疫功能，且明显提高免疫球蛋白

(IgG)的含量，对福氏痢疾杆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绿脓杆

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白术水煎剂有明显的抗氧化作

用，能保护组织细胞结构和功能不被有害物质破坏；另外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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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机体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从而减少自由基对机体的损伤。

茯苓主要含 D—茯苓聚糖，约占干重的 93%，可对免疫器官和

细胞进行有针对性地保护，具有抗酸抗溃疡、抗菌、镇静、保

肝等作用。山药能双向调节离体肠管运动，有较好的助消化作

用；对实验大鼠脾虚型有预防和治疗作用。砂仁煎剂能促进胃

粘膜释放前列腺素，抑制胃酸分泌。还能促进小鼠肠道运动,

增进胃肠运输功能。黄芪的不同提取部位对小肠上皮细胞增殖

具有调控作用，从而保护黏膜损伤, 促进黏膜修复[4]。大黄不

仅对大鼠肠黏膜有保护作用，而且可以促进肠黏膜杯状细胞增

生，分泌黏液保护肠黏膜，阻止毒素与上皮细胞接触，从而对

肠黏膜完整性有较好的保护作用[5]。桔梗含有桔梗皂苷多种等

皂苷类成分，具有较强的抗炎解热镇痛、镇静作用及祛痰作用， 

白扁豆具有促进机体降低的防御机能恢复的作用。甘草具有非

特异性的免疫增强和类似盐皮质激素去氧皮质酮作用，有镇

静，抗炎、抗菌，抗过敏作用，及抗消化道溃疡，保肝，促进

胰液分泌作用。诸药配伍使用，可能通过调节肠道免疫功能、

促进胃肠动力、抗炎、保护肠粘膜，多方面作用，从而达到改

善肠功能障碍的作用。

中医药的特点是作用于疾病过程中主要病理环节，选用加

味参苓白术散，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标本兼治的特色，对患

病机体的失衡状态突出的是多层次、多脏器、多水平的调整过

程。本研究所用方剂中，各药均为常用中药，取材方便，价格

不贵，疗效确切，无明显毒副作用，患者易于接受，能够同时

兼顾治疗 SIRS 过程中疗效、经济、方便、实用的要求，减轻

了社会负担，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符合中

药现代化发展方向，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广阔的医疗市场，值

得研究推广，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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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治疗,对照组采用西药对症治疗;治疗组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合用加味

平胃散辨证治疗,治疗 2周为1个疗程,入院第2天及14天后进行疗效评分

及统计.结论:西药配合加味平胃散辨证治疗中风后胃肠功能障碍疗效优于

单纯西药治疗,并能改善患者神经动能缺损程度,降低病死率,减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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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穴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疗效观察 

Foot acupoint therapeutic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cardiac neurosis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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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河南  郑州，4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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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足穴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2012年 3月到2013 年 3月收治的60 例心脏神

经官能症患者，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观察组患者采用针刺足穴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口服β受体阻滞剂心得安

进行治疗，统计相关的临床资料。结果: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针刺足穴疗法疗效显著优于β受体阻

滞剂疗法。结论:针刺足穴疗法疗效在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上疗效显著，并且复发率较低，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足穴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oot acupoint for treatment of cardiac neurosis. Methods:60 patients with 

cardiac neurosis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2 March to 2013 March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0 

cases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Acupuncture of foot acupoint,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oral beta blocker propranolol, counting related clinical data. Resul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1), acupuncture foot acupoint therapy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beta blocker therapy. Conclusi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upuncture of foot acupoint therapy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cardiac neurosis, and lower recurrence rate,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Foot acupoint therapy; Cardiac neurosis; Clinical effect 

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一种特殊的神经官能症，其主要表现为

心脏血管系统功能失常。该种疾病多发于青壮年，目前国内较

为常用的治疗方法是通过β受体阻滞剂以及相关安神镇静药

物来完成的。该种药物起效较快，但是患者容易出现药抗，并

且存在较高的复发率
[1]
。针刺足穴疗法在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

有较高的临床疗效，笔者选取我院 2012 年 3 月到 2013 年 3 月

收治的 60 例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进行了相关研究，现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2 年 3 月到 2013 年 3 月收治的 60 例心脏神

经官能症患者，将 60 例患者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

男女比例为 19:11，年龄为 24～48 岁，平均年龄为（32.6±1.8）

岁，病程为半年～五年；对照组男女比例为 18:12，年龄为 23～

49 岁，平均年龄为（31.5±2.1）岁，病程为 6 个月～4 年。

两组患者病种、性别、年龄、病程等临床数据差异无显著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组患者采取针刺足穴治疗法，在进行足部选穴时，选

择双侧心脏、肝脏、大脑、肾脏等。在配穴时，需根据患者具

体情况而定，心血不足者配足穴胃、脾脏；气虚血瘀者配足穴

胰腺、肺；血瘀痰阻者配足穴胆囊、膀胱；阴虚火旺者配足穴

腹腔神经丛。在针刺操作时，需让患者仰卧，并对足穴皮肤进

行消毒，选用 0.33mm 不锈钢毫针进行针刺，针刺前先进行高

压消毒。针刺方法为直刺 8～10mm 深（需根据穴位而定），用

捻转法中的平补平泻手法。在穴位得气后，取针灸治疗仪进行

连续波，频率为 100/min，电流强度控制在患者忍受范围内，

留针 15min，每天一次，治疗 15d。对照组患者采用口服β受

体阻滞剂心得安进行治疗，每天两次，每次 15mg，治疗 15d。 

1.3 疗效标准 

根据我国相关的标准，显效判断为：临床症状全部消失，

在治疗结束后，四个月内不出现复发情况；有效判断为：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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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大部分消失，全身神经官能症部分改善；无效：临床症状

依旧存在，未出现明显变化。 

1.4 统计学分析 

上述两组患者数据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针刺足

穴疗法疗效显著优于β受体阻滞剂疗法，并复发情况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复发情况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1（70%） 8（26.7%） 1（3.3%） 2（6.7%） 96.7% 

对照组 16（53.3%） 10（33.4%） 4（13.3%） 23（76.7%）
②
 86.7%

①
 

注：
①
P＜0.01；

②
P＜0.05 

3 讨  论 

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一种以心血管系统功能失调为临床表

现的神经官能症。该病的病机是神经中枢系统功能阴阳失调，

进而引发植物神经功能失控，造成心血管功能异常
[2]
。现代医

学治疗方式一般采用β受体阻滞剂进行治疗。人体心脏活动是

由心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支配，交感神经末梢在释放乙酰胆碱

时，心肌会出现兴奋，心跳会加速。如心脏交感神经的节后神

经元末梢出现释放甲肾上腺素,将会与心肌细胞膜上的β型肾

上腺素能受体相结合,最后导致心跳加快。交感神经兴奋过度，

将会引起心脏发生异常跳动
[3]
。现代医学研究显示，β受体阻

滞剂可以有效阻断交感神经与心肌细胞中的β型肾上腺素结

合，从而保证心脏的正常运作。现代药理学显示，β受体阻滞

剂心得安可以在近期取得较高疗效，但是停止治疗后相关的复

发率较高，约为 80%
[4]
，这与本次研究中的 76.7%相近。 

临床研究显示，足穴针刺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具有较高疗

效，并且复发率较低约10%左右
[5]
，与本次研究中的6.7%近似。

心脏神经官能症其究根本是患者工作强度较大，并且相关工作

环境较差，过度的劳心劳力导致心神脾胃肝肾内损。从中医药

理学来看，心脏神经官能症的病机是患者心血不足和瘀痰虚

火。在进行针刺足穴时，需根据患者脏腑情况进行合理的选穴，

要根据平衡阴阳的原则进行操作
[6]
。如患者心血不足则需配足

穴胃、脾脏；气虚血瘀则需配足穴胰腺、肺；血瘀痰阻则需配

足穴胆囊、膀胱；阴虚火旺则需配足穴腹腔神经丛。通过数穴

合用，可以进行补气调区，活血补血, 补肾益精, 培土生金,

补金生水, 滋水涵木, 豁痰去癖,化癖泄浊，滋阴降火等
[7]
，最

后达到治疗效果。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1），针刺足穴疗法疗效显著优于β受体阻滞剂疗法，并复

发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可以发现，针刺足穴疗法

疗效在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上疗效显著，并且复发率较低，值

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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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立通颗粒联合西药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of Dalitong granul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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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达立通颗粒联合雷贝拉唑胶囊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疗效，方法：治疗组96 例给予达立通颗粒和雷贝

拉唑胶囊治疗，对照组 64 例给予雷贝拉唑胶囊治疗，8 周后观察两组症状及内镜下效果。结果:治疗组症状疗效有效率 97.9%。

对照组总有效率 87.5%。内镜下观察：治疗组总有效率 99%，对照组总有效率 85.9%。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达立通颗粒联合雷贝拉唑胶囊治疗胃食管反流病优于单用雷贝拉唑胶囊。 

【关键词】达立通；雷贝拉唑；反流性胃食管病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Dalitong granule combined with leibeilazuo capsule in treatment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methods :96 cases in treatment group treated with Dalitong granule and leibeilazuo capsule treatment, 64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leibeilazuo capsule treatment, effect of 2 groups of symptoms and endoscopic 8 weeks.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7.9% in the treatment group curative effect. The comparison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87.5%. Endoscopic observation: 

treatment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99%, the comparison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85.9%. There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Granule combined with leibeilazuo capsule in treatment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is better than single use of leibeilazuo capsule through conclusion dalit. 

【Keyword】Dalitong ;Leibeilazuo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胃食管反流病是指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入食管引起的烧

心、反流等症状，可引起反流性食道炎，以及咽喉、气道等食

管邻近的组织损害。严重的可并发食道狭窄、上消化道出血。

甚至可引起 Barrett 食管。给人们造成极大的痛苦，严重影响

了人们生活质量。此病在西方国家十分常见，但在我国随着饮

食结构的变化、精神生活压力的增加，近几年，此病的发病率

也有逐步上升的趋势，因此，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有效治疗也

越来越显的重要。临床上是以肝郁胃热型多见（症见胃脘胀满、

嗳气、嘈杂、泛酸、脘腹疼痛。舌红苔黄，脉弦数）。笔者应

用中成药达立通颗粒配合雷贝拉唑治疗 96 例，并与单用雷贝

拉唑胶囊治疗的 64 例做对照，现将临床疗效情况和个人体会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了 2013 年在我院门诊就诊的 160 例胃食管反流的病

例，所选患者均符合《内科学》[1]
〔（第七版）的标准。全部病

例均有烧心、反流等症状，及均经过胃镜或 24 小时食管 PH

监测或 PPI 实验阳性。中医诊断均符合《中医消化病诊疗指南》
[2]
中标准，治疗组 96 例，男 60 例，女 36 例；年龄 33～70 岁，

平均 43.5 岁。对照组 64 例，男 39 例，女 25 例，年龄 29～69

岁，平均 41.5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临床表现等基线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诊断 

观察的病例均排除食道癌、药物性食道炎、真菌性食道炎、

食管贲门失弛缓症、消化道溃疡、胆道疾病、以及心源性胸痛

等。 

2  方  法 

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用达立通颗粒（南昌益弘药业 ）生产，6g，每天 3

次，饭前半小时口服。雷贝拉唑胶囊（江苏英豪药业）10mg,

每天 1次 早饭前口服。对照组只用雷贝拉唑胶囊 10mg 早饭前

口服，每日一次，两者均用 8周。嘱患者调情志，忌生冷辛辣、



- 58 -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4  Vol.(6)  No.3 

肥厚甘腻食物。治疗前后各检查一次血常规、肝功能和肾功能。 

2.2 观察指标   

治疗结束后，在内镜下观察食管粘膜修复情况，以及症状

的缓解，并治疗中注意有无药物的不良反应。 

2.3 疗效判定标准
[3]
 

1 内镜下疗效评价标准。镜下痊愈：反流性食管炎消失。

显效：降低 2 个级度，即由重度降为轻度。有效：降低 1个级

度，即由重度降为中度或由中度降为轻度。无效：内镜下无改

善。2 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临床痊愈：症状、体征消失或

基本消失，积分减少≥90%。显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积分

减少≥70%。无效：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至或加重，积

分减少不足 30%。 

按尼莫地平法计算：疗效指数（n）=〔（疗前积分-疗后积

分）÷疗前积分〕×100%。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5 统计学软件对所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x 2

检验。 

3  结  果 

3.1 治疗 8周后观察疗效。见表 1、表 2。

表 1   两组症状比较（n）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96 88 6 2 97.9 

对照组 64 42 14 8 87.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  两组下镜下比较（n）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96 87 8 1 99.0 

对照组 64 43 12 9 85.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2 不良反应     

在治疗和观察期间，均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仅对照组有

一例患者出现短暂的头痛、恶心及皮疹，但患者一般情况尚可，

可以耐受，继续接受治疗，后症状自行缓解。所有患者均未发

现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指标异常。 

4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胃食管反流病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消化道

动力障碍性疾病。它的主要发病机制是抗反流防御机制减弱和

反流物对食管黏膜攻击作用的结果。因此，抑制胃酸是治疗本

病的主要措施，以求迅速控制症状，治愈食管炎。促胃肠动力

药可做为辅助治疗，改善食管蠕动功能、促进胃排空。从而达

到减少胃内容物的反流。但这类药物疗效有限且副作用较多，

长期应用往往患者不予接受，现在临床医生常常应用中成药达

立通颗粒代替促胃动力药和雷贝拉唑胶囊配合治疗反流性胃

食管病，效果不错。 

国外有研究表明，雷贝拉唑 10mg,每日一次，24 小时胃酸

能明显受抑制，使胃内 PH 值 24 小时保持较高的水平[4]
。起效

迅速、症状缓解快是雷贝拉唑重要的特点之一
[5]
。 

祖国医学认为反流性胃食管病，其属于中医学“食管瘅”、

“噎食”、“噎嗝”范畴。中医认为本病多因饮食不节造成脾胃

受损，运化失司，痰湿内生，复因情志郁怒失节，气机郁滞，

肝气犯胃，胃气累发上逆损伤食管，脉络瘀滞而造成食管瘅。

疾病在食管，但与肝、脾、胃相关。治疗以疏肝解郁、和胃降

逆、通利消滞为法。达立通颗粒是由柴胡、枳实、木香、陈皮、

清半夏、蒲公英、山楂（炒焦）、焦槟榔、六神曲、鸡矢藤、

延胡索、党参等 12 味中药材组成。方中柴胡、枳实为主药，

一个入肝经，一个入胃经。柴胡疏肝理气，枳实破气消积，行

气除痞，辅以木香、清半夏、陈皮顺气降逆，和中健胃。佐以

焦槟榔，炒山楂、六神曲消食除积，蒲公英清热解毒，延胡索

理气止痛，鸡矢藤利湿化积，党参补中气，以防消散太过。诸

药合用，共奏清热解郁，通利消滞，和胃降逆之功效，使肝气

条达柔顺。胃气得以通降。诸证皆除。综上所述，达立通颗粒

的确有促进食管、胃肠蠕动的功效，它填补了中药在胃动力药

领域的空白。雷贝拉唑胶囊配合达立通颗粒治疗胃食管病这一

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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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炙甘草汤到稳心颗粒谈“治病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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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稳心颗粒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在20 世纪80年代研制出的具有益气活血，定悸复脉之功效，主要治疗各类

型心律失常的中药组方。本文分析了稳心颗粒和炙甘草汤的组方和临床适应症，总结出二者的组方立意同出一辙，稳心颗粒遵循

了炙甘草汤“气阴双补、阴阳兼顾”的特点，均在治疗气阴两虚型的心律失常方面疗效显著，体现了“治病求本”的治疗大法。

可见，稳心颗粒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炙甘草汤在现代临床中的体现，同时使用起来简捷方便，符合现代临床需要。 

【关键词】炙甘草汤；心律失常；稳心颗粒；治病求本 

【Abstract】Wenxin granul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 with Supplementing Qi ,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Dingji Fumai effect, mainly for various types of arrhythmia which was developed by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in twentieth 

Century 80.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Wenxin Granule and decoction prescription and clinical indications, summed up the prescription was 

two of the same again, Wenxin particle foll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igancao Decoction "Qi and Yin tonifying, yin and yang balance", 

the arrhythmia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deficiency of both qi and Yin were significantly, embodies the "cure for the" therapy. Visiblely, 

Wenxin Granule is embodied with a history of two thousand years of Zhigancao Decoction in modern clinic,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s 

simple and conveni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dern clinical need. 

【Keywords】Zhigancao Decoction; Arrhythmia; Wenxin Granule; Cure the disease 

炙甘草汤首先记载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辨太阳病脉

证并治下》，曰：“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

治宜滋心阴，养心血，益心气，温心阳，以复脉定悸。原方是

为伤寒变证而设，近代医家多用其治疗各类疾患所导致的心律

不齐而属气阴两虚之证，疗效肯定
[1]
。稳心颗粒是由党参，黄

精，三七，琥珀，甘松五味中药组成，全方共奏益气养阴，定

悸复脉，活血化瘀之功效。现代临床常用于治疗各类型的心律

失常疾病而属气阴两虚证。两味方剂均可益气养阴治疗心律失

常而见气阴两虚者，体现了“治病求本”的治疗大法，现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  炙甘草汤 

1.1 方证解读 

炙甘草汤是《伤寒论》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名方。又称

复脉汤或人参复脉汤。炙甘草汤由炙甘草 4两, 生姜 3两, 人

参2两, 生地黄1斤, 桂枝(去皮)3 两, 阿胶2两, 麦冬半升,  

麻仁半升, 大枣 30 枚组成。古今学者对本方的君药认识分歧

颇多。在《伤寒溯源集•卷之二》：“此方以炙甘草为君, 故名

炙甘草汤，熟能补中气之虚, 故以为君。” 炙甘草汤方证的病

机特点是气血阴阳虚衰、邪气未尽，其中又以阳气虚为主，阴

血虚为次。从君药对应主证这一方剂配伍的基本理论观点来

看，炙甘草应为君药[2]
，在张仲景使用炙甘草的所有方剂中，

本方用量最重。大凡历代名方，用药名以命名方剂者，该药多

为君药，这是方剂命名的一个基本规律。同时张卫国等
[3]
认为

选用炙甘草为君药，重用其量，其一，取其味甘（既然名为甘

草，则草药当中甘味无出其右），缓肝之急，用蜜炙来增加其

甘味，加大缓急的力度。其二，甘味入中焦脾胃，补益脾胃之

气，增加气血之源。而段氏
[4]
认为方中生地黄用量为一斤(十六

两) , 在方中之药力大于炙甘草, 故言生地黄为君。其理有三: 

一者, 炙甘草汤证之病机乃以阴血亏虚为要; 其二,方中以生

地黄用量较多；再者, 方中麦门冬、麻仁、阿胶之属相伍必彰

生地黄之力。畅氏
[5]
则认为炙甘草和生地黄共为君药。炙甘草

汤用柔药补血养阴, 并以刚剂益气通阳行血, 两组药物刚柔

相济, 使阴阳两调, 体现了张仲景“阴阳自和, 必自愈”的治

疗原则。认为本方当以炙甘草、生地黄二味药共为君药。大多

医家认为临床使用本方时，用炙甘草较生甘草效好，且重用效

显，都说明了本方以炙甘草为君药是符合张仲景的组方立意。

方中生地黄滋阴补血，充脉养心，人参、大枣补益心脾，合炙

甘草则养心复脉，补脾化血之功益著；麦冬、胡麻仁、阿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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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润养血配生地黄则滋心阴，养心血，充血脉之力尤彰；桂枝，

生姜辛温走散，温心阳，通血脉，使气血流畅以助脉气接续，

同为佐药。原方煎煮时加入清酒，以酒性辛热，可行药势，助

诸药温通血脉之力。数药相伍，使阴血足而血脉充，阳气复而

心脉通，气血充沛，血脉畅通，则悸可定，脉可复。 

1.2 适应症 

炙甘草汤是《伤寒论》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名方。分析

此方，为素体阴虚，尤其是心阴虚，感受风寒，直中于心，心

阴虚无以滋养心体，症见心悸；心阴虚无以化生心气，以充养、

推动血脉而见脉结代。心阴虚为此方所针对的病机核心，但素

体阴虚为病变的根本。其证是由伤寒汗、吐、下或失血后，或

杂病阴血不足，阳气不振所致。阴血不足，血脉无以充盈，加

之阳气不振，无力鼓动血脉，脉气不相接续，故脉结代；阴血

不足，心体失养，或心阳虚弱，不能温养心脉，故心动悸。治

宜滋心阴，养心血，益心气，温心阳，以复脉定悸。金海浩 [6]

收集 1975 年至 2009 年的各类医学期刊有关炙甘草汤的临床

报道共 3175 例, 通过频数和聚类统计, 分析本方的用药和症

状体征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现代本方主要应用于气阴两虚

的心律失常病证, 症状以心悸、胸闷、心前区不适、头晕目眩、

气短、神疲乏力、失眠多梦、烦躁, 舌淡白或淡红, 脉结代或

细为主症。张红霞
[7]
在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炙甘草汤治疗

心律失常，通过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症状、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

结果发现炙甘草汤加减治疗心律失常疗效显著。刘巍等
[8]
基础

研究和临床研究表明炙甘草汤对于气阴两虚型的心律失常（尤

其对房性、室性早搏及窦性心动过速）具有良好的作用，同时

观察到与西药联合应用时明显优于单用西药，且能减少西药的

不良反应。李健等
[9]
用炙甘草汤和丹参滴丸合用治疗冠心病室

性早搏，与对照组盐酸胺碘酮相比，既能显著减少冠心病室性

早搏患者的心悸发作，又能明显改善中医证候。双晓萍
[10]
将 50

例室性早搏患者随机分为炙甘草汤治疗组和西药对照组，分别

给予炙甘草汤加味和心律平治疗，结果治疗组早搏疗效优于对

照组（P＜0.05），且对气短、脉象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

0.05）。刘硕年
[11]
 总结炙甘草汤治疗心律失常发现单纯用西药

抗心律失常易复发，同时易导致新的心律失常发生，其认为临

床上治疗若能抓住炙甘草汤气血双补、阴阳同调的特点，能辨

清阴虚、阳虚的偏重以及夹湿、夹瘀的相兼，进行合理变通，

加减有度，即可应用于各种心律失常，弥补西药抗心律失常治

疗的不足。 

2  稳心颗粒 

2.1 组方分析 

稳心颗粒由党参、黄精、三七、琥珀、甘松组成。方中以

党参为君药，甘平不燥，《本草正义》谓其“健运中气，本与

人参不甚相远。……健脾而不燥，养血而不偏滋腻，振动中气

而无干燥之弊”，本方用之补中益气，生津养血，定精神，定

惊悸，治气血亏虚之心悸、怔忡、头晕。黄精为臣，味甘而厚

腻，滋心阴，养心血，益脾气，与君药合用，气阴双补以治本。

三七甘温，善化瘀血，活血定痛，兼有补益之力，能助黄精补

养心血。琥珀活血化瘀，镇心定悸安神，既可助诸药行气血又

能镇悸定志。两药合用化瘀，止痛，安神以治标，与党参相配，

益气活血，用为佐药。甘松芳香行气，开郁散滞，舒肝理脾，

使君臣补而不滞；与佐药相伍，可调畅气血为使药。诸药配合，

共奏益气养阴，活血化瘀，定悸复脉之功效。本方气阴双补以

治本，化瘀安神以治标，补虚而不恋邪，化瘀而不伤正。主治

气阴两虚兼心脉瘀阻所致心悸不宁、气短乏力、头晕心悸、胸

闷胸痛，适用于心律失常、室性早搏等。 

仔细分析，稳心颗粒与炙甘草汤组方虽然不同，但在组方

上均能找到相似点。从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入手，稳心颗粒的

君药党参效同炙甘草汤的君药炙甘草可益心气，补脾气，以资

气血生化之源。同样，臣药，佐药和使药在炙甘草汤均能找到

具有相同作用的对应药物。可见，稳心颗粒和炙甘草汤药物组

成不同，但作用的出发点相同，虽没有炙甘草汤中药物数量多，

但其经过严格筛选巧妙配伍，组方精辟却功效不减。 

2.2 稳心颗粒临床应用 

药理学研究表明，在稳心颗粒的五味药中的党参有益气强

心、活血化瘀的作用，黄精具有强心作用；三七能增强心功能、

降低氧耗，增加冠脉血流量，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

琥珀具有强心安神，利水消肿的功能，而甘松有明显的抗心律

失常作用,以上各药的独立药理作用是整个组方治疗心律失常

的基础[12-14]
。长期的临床研究证实稳心颗粒适用于各种原因引

起的早搏、房颤、心动过速等心律失常表现为气阴两虚，瘀血

阻滞者
[15-16]

。杨国栋
[17]

等用稳心颗粒治疗 240 例气阴两虚为主

冠心病室性早搏患者，结果发现稳心颗粒对室性早搏的疗效与

心律平相当, 两组治疗后室性早搏发作时间频率以及心电图

有所改善，治疗后心悸、胸闷等主要临床症状有所改善。陈友

华等
[18]

用稳心颗粒与炙甘草汤合用治疗气阴两虚型室性早搏

33 例，结果发现二者联用功效起到协同作用,使其治疗效果进

一步提高, 未见不良反应和毒副作用。 

3  治病求本 

“本”指疾病的本质，“标”则是疾病的外在表现。“治病

必求于本”要求我们分清“标”与“本”，需找到导致疾病的

根本原因，抓住病证本质进行针对性的治疗[19]
。稳心颗粒和炙

甘草汤药物组成不同，却均能“气阴双补”治疗心律失常属气

阴两虚证，在临床上体现了 “治病求本”的治疗大法。心律

失常属中医范畴的“心悸”、“怔忡”、“胸痹”等症状。董波等
[20]

认为心律失常的基本病因是阴阳失调。郭继红教授认为心律

失常发生的病生机制为阳虚血瘀、阴阳两虚，并有心血不足，

心阳不振、阴虚火旺等。中医理论强调，心为君主之官，主血

脉而藏神明，心病则神明不安，引发惊悸怔忡。而五脏六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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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均能引起心律失常和心悸，临床治疗不同病因的心律失常

有不同的原则：冠心病者心律失常则七分益气，三分活血，以

益气养阴为主，治疗则应温补心阳，补气养血兼以活血化瘀。

心衰合并的心律失常则益阴助阳、和血利水等。中医理论体系

的精髓是辨证论治，然后再根据疾病证候、方药侧重进行调配。

郭继红教授认为中医治疗心律失常时，注重全身与局部功能的

调节，注重从患者的阴阳盛衰、精神情志等方面入手，通过调

整和改善患者的神经体液因素，改变引发心律失常的病理状态

而治标治本兼顾。 

纵观稳心颗粒和炙甘草汤，稳心颗粒是近年国家批准的第

一个治疗心律失常的纯中药复方制剂,有改善心肌缺血和抗心

律失常的双重作用。炙甘草汤是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名方，

现代临床用其治疗心律失常疗效确切。从组方原则来讲，稳心

颗粒和炙甘草汤同出一撤，均以滋心阴、养心血、益心气、温

心阳以止悸动，稳心颗粒的思想精华源于炙甘草汤。稳心颗粒

的药物组成遵循了炙甘草汤之气阴双补，阴阳兼顾的组方特点
[21]

。 

4  总  结 

稳心颗粒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研制出的治疗心

律失常的中药组方，是在《伤寒论》：“心动悸、脉结代、炙甘

草汤”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医治疗心律失常的传统理念：益

气养阴，活血复脉，虚实兼顾，由党参、黄精、三七、琥珀、

甘松五味中药组成的。经分析发现，稳心颗粒组方立意与炙甘

草汤相同，遵循了其“气阴双补、阴阳兼顾”的特点，根据心

律失常的病变实质组方，符合中医哲学思维中“治病求本”的

大法，固然临床治疗心律失常疗效显著。从炙甘草汤到稳心颗

粒，从古方到现代中药制剂，从汤剂到颗粒剂，可见稳心颗粒

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炙甘草汤在现代临床中的体现，既秉承

了古代医家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思想精髓，又符合现代

人的体质特点，同时改变了剂型和服用方法，方便快捷，使其

疗效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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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受血者输血前检测 IgA 含量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我院 2010 年 8 月～2012 年 8 月 6 87 例受血者，

分析受血者 IgA 含量与输血超敏反应的关联性。结果：687 例受血者中发现 4例 IgA 含量异常患者，其中 2例为 IgA 水平偏低，2

例为完全缺乏。4例 IgA 含量异常患者均出现输血超敏反应，比例为 100％。IgA 含量正常患者（683）有 7例患者出现超敏反应，

比例为 1.02％，IgA 含量异常患者与 IgA 含量正常患者的输血超敏反应发生率对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1）。结论：IgA

含量偏少或者完全缺乏的患者发生输血超敏反应的可能性非常高，要加强受血者输血前 IgA 含量的检测并针对含量异常患者做好

防范措施，降低超敏反应对患者的影响。 

【关键词】免疫球蛋白；输血安全；超敏反应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blood recipients before transfusion testing IgA content. Methods :from 

2010 August to 2012 August 687 Cases of blood recipients of blood recipients,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IgA content and blood 

transfusion hypersensitivity. Results in 4 cases of IgA patients with abnormal findings in 687 Cases of blood recipients, including 2 cases of 

IgA level is low, 2 cases of complete lack of. 4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bnormal blood IgA content appeared hypersensitivity, ratio of 100%. 

Patients with normal IgA levels (683) had 7 patients with hypersensitivity, ratio of 1.02%, patients with normal IgA content and IgA content 

of the patients with abnormal blood transfusion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rate compared with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1). 

Conclusion:the possibility of partial or complete lack of IgA in patients with transfusion hypersensitivity is very high, to strengthen the 

detection of blood recipients before transfusion i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IgA content and the content of preventiv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patients with hypersensitivity. 

【Keywords】Immune globulin; Transfusion safety; Hypersensitivity

随着社会活动的日益频繁，各种意外情况引起的大失血事

件也逐渐增多，采取正确的方式输送血液对于抢救患者，降低

疾病的致死致残率具有重大的意义。医学研究的逐渐深入使人

们注意到影响输血质量的因素较为多样，特别是一些不合理的

输血将会引发严重的超敏反应，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IgA

是人体中一种重要的免疫球蛋白，其含量高低与输血超敏反应

具有密切的关系。本文研究了我院于 2010 年 8 月～2012 年 8

月收治的 687 例输血患者的 IgA 含量与超敏反应的关系，具体

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于2010年8月～2012年8月收治的687

例输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中男性 419 例，年龄范围为 11

岁至 8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1.48±16.74）岁；女性 268

例，年龄范围为 13 岁至 79 岁，平均年龄为（49.67±12.80）

岁。 

1.2 一般方法 

患者在入院就诊后均进行了 IgA 含量检测，所用检测仪器

为 Beckman Immage 自动免疫比浊分析仪，试剂由 Beckman 

Counter 制备。严格按照免疫球蛋白检测实施标准采取患者血 

样进行分析。观察患者输血过程中以及输血后的症状，判定患

者有无输血超敏反应。应用统计学方法对比分析。 

1.3 评定指标 

IgA 含量在 0.05～5 ㎎/dl 之间为 IgA 低下，含量在 0.05

㎎/dl 以下为 IgA 完全缺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对上述治疗进行数据的分析，P

＜0.05 时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经过检测，687 例患者有 4 例患者（0.58％）出现 IgA 含

量异常情况。其中 2 例为 IgA 含量低下，2 例为完全缺乏。4

例患者中全部出现输血超敏反应（100％），其中1例为过敏性

休克（25.00％）。在 683 例 IgA 含量正常的患者中有 7例患者

出现输血过敏反应（1.02％）。IgA含量异常和正常患者超敏

反应发生率对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具体情

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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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A 含量 例数 超敏反应  未发生超敏反应   超敏反应率 

IgA 含量低下或者完全缺乏 4 4 0    100％
*
 

IgA 含量正常患者 683 7   676 1.02％ 

注：*与 IgA 含量正常者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3  讨  论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IgA 含量出现异常（偏低或缺乏）患

者在输血中出现超敏反应的概率为 100％，IgA 含量正常的患

者也会出现输血超敏反应，但是比例较低（1.02％），这一结

果表明 IgA 含量与超敏反应发生情况之间的密切联系。医学研

究资料报道，临床上输血患者出现超敏反应的比例为 1％～3

％[1]
，与本次研究结果基本吻合。 

由于患者疾病类型以及需要调节体内循环的机制不同，输

血类型也存在差异，主要有全血输注、血小板输注、血浆输注、

红细胞悬液输注以及其他血液制品输注，其中血浆成分输注是

容易引发输血超敏反应的输血类型，其致病因素为血浆成分

中的 IgG 或者 IgM 类抗体等
[2]
。一旦发生超敏反应，患者往往

会出现心血管、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反应，引发寒战、低血压、

发热、支气管痉挛甚至休克等症状，更为严重的将会导致受血

者死亡，因此临床中应采取多种措施防范输血超敏反应的发生

或者降低其危害。另外，从中医治疗 IgA 肾病的经验中，可以

看出，滋阴益肾、清利活血类的中药，能够有效降低 IgA 沉积

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而肾脏处于体内循环的中枢位置之一，这

也可以说明，输血超敏反应涉及到机体内多项循环通道。 

IgA（Immunoglobulin A）在人体血清中的含量非常少，

仅达到 1gG，但它是免疫球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到了免疫

球蛋白总量的 15％左右[3]
。按照 Immunoglobulin A 分子结构

可以将其划分为单体类、双体类、三体类以及聚体类，从其引

发的免疫学作用来讲，又可将其分为血清型和分泌性。血清型

Immunoglobulin A 在血清中并不能有效发挥免疫功能，分泌

Immunoglobulin A 广泛存在初乳、唾液、泪液、鼻腔分泌物、

支气管分泌物、汗液、尿液以及胃肠系统分泌液中，这种免疫

球蛋白是机体粘膜组织对抗感染的主要因素，因此在输血过程 

中出现超敏反应与分泌性 Immunoglobulin A 有密切关系
[4]
。 

根据临床症状可以将输血超敏反应分为无并发症的超敏

反应（uncomplicated allergic reaction）和严重超敏反应

（anaphylactic reactions）。无并发症的超敏反应在所有输

血事件中的发生率为 1％～3％，具有较高的发生率，临床表现

为局部或者全身性瘙痒，通常不会引发发热寒战等症状，通过

抗组胺治疗一般都能环节。严重超敏反应发生率为 0.1％左右，

通常会引发多系统反应，或导致休克死亡。由 IgA 含量低下或

完全缺乏引发输血超敏反应的作用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因

此在临床中更应该加强对其检测，并做好预防措施。 

发生输血超敏反应后，应立即停止输血，并使用 0.9％氯

化钠溶液静脉滴注，以确保患者输液通畅，在此基础上使用抗

组胺治疗。如果患者症状未得到有效缓解，则可以进行苯海拉

明或者扑尔敏皮下注射。当患者出现严重的超敏反应时，则应

立即注射肾上腺素，进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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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恶性肿瘤寒凉药不可多 

Few Drugs in Cold Nature in Treating Malignant Tumor 
陈玉卿    王玉生 

（海军总医院，北京   海淀，100048）

 中图分类号：R75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4)03-0064-02   

【摘  要】为什么治疗恶性肿瘤寒凉药不可多用，其原因有二，一是恶性肿瘤的发病及发展中、或在手术后、放化疗、介入

等方法治疗后，会产生气血津液大量的亏损，甚至逐渐形成阳虚。二是患者素体阳虚或感受寒邪的入侵而造成恶性肿瘤。总结了

该病虚寒者多，实热者少，正虚邪实者多，单独邪实者少，所以治疗该病是扶正祛邪者多，单独泻实者少，可以看到，伤气、伤

阳的寒凉药即不可多用了。文中分别列有温阳兼解毒法、温阳兼化痰法、温阳兼化瘀法、温阳兼软坚散结法的不同应用，其中列

举了四种方法中的最佳常用药物，最后以温阳法治疗胃癌手术后，中阳损伤的实际案例。 

【Abstract】 There are two reasons to illustrate that drugs in cold nature cannot be used too common in treating malignant tumor: a.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malignant tumor, postoperation, after radiotherapy, chemotherapy o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will be seriously deficient, and the deficiency of Yang will gradually form. b. Patients with Yang deficiency or 

wind-cold fettering the exterior have tendency to develop malignant tumors. Overall, deficient cold syndrome is more common than excess 

heat syndrome in malignant tumors, and most patients have deficient syndrome.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body resistance to eliminate 

pathogenic factors is more common used than reducing excess, drugs in cold nature which will hurt Qi and Yang cannot be used too often. 

In this paper,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 of warming yang and detoxification method, warming yang and reducing phlegm method, 

warming yang and dispersing blood stasis method and warming yang and resolving hard lump are introduced. Besides, the best commonly 

used drugs are illustrated. Finally, an actual case is reported which warming yang method is used in treating gastric cancer after surgery. 

恶性肿瘤的发病与发展及手术后、放化疗等治疗后的体质

变化，虚寒者多，实热者少。正虚邪实者多，单独邪实者少。

故而寒凉药的应用不可多，扶正温阳法在治疗恶性肿瘤中，应

用及时恰当是提高治疗效果的有利保障。故而有必要从理论到

实践中去认真学习及应用非常必要。 

1 恶性肿瘤会逐渐变虚寒 

恶性肿瘤的形成，大部分是在气、血、津、液，脏腑功能

失调的情况下或热毒或痰湿或血瘀积聚而成，当出现自觉症状

时或诊断明确时，往往已到了中晚期，绝大部分患者首选的是

手术或放、化疗、介入等方法，这也是消耗人体正气，导致阳

虚寒盛的过程。 

1.1 自体消耗致阳虚 

恶性肿瘤的生长生存，时刻不断的吸收消耗人体内正气

（气血津液）既而形成了大病，久病多虚的局面。不少患者几

日内即会出现面色苍白，体重明显下降消瘦的现象。 

1.2 放、化疗后致阳虚 

放化疗或介入等方法皆能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体内正常

细胞也会同时被杀伤。经常见到不少经上方法治疗后出现头发

脱落，形体消瘦，饮食下降，血红蛋白、红细胞、白细胞，血

小板明显下降等极度虚耗而现气血亏虚、阳虚。 

1.3 手术后致阳虚 

恶性肿瘤手术后，造成人体气血、津液及脏腑功能下降，

出现精神不振。形体消瘦、周身无力等虚弱现象，已成为不争

辩的事实。 

1.4 药物致阳虚 

服用大剂量的苦寒解毒药、以毒攻毒药，或者应用解毒清

热中药制剂静滴，皆会消耗体内阳气，另外还有一种冷冻治疗，

即靶向针对局部的定位治疗，在直接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

伤正常细胞而致阳虚。 

2 阴寒可致肿瘤 

早在《内经》既有阴寒致肿瘤的论述，如《灵枢•百病始

生》说：“积之始生，得寒乃成，厥乃成积。”《灵枢•水腹篇》

说：“肠覃何如？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恶气乃生，息

肉乃生……石瘕如何？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

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气当泄不泄，血不甾止”即说明了肠

癌与子宫癌因寒而成的论述，后世医家此方面的认识更是屡有

所见。《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说：“妇人之

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凝结胞门，

寒伤经络，凝结在上，呕吐唾涎，久成肺痈。”晋朝《诸病源

候论•痈疽病诸侯上》说：“石痈者，亦是寒气客于肌肉上折于

血气结聚而成。”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不但认为瘤

体是因“得寒而生”而且还有大量应用乌头、附子、桂心、干

姜、蜀椒等热性药物而取效的论述。朱丹溪的《格致余论》中

对乳腺癌称为“阴核如棋子大。”明代张景岳应用灸法治疗噎

膈积聚，是因为积聚瘤体多为霜凝冰结。至清代外科大家陈实

功在《外科正宗》中正确的将痈与疽从病因病机及治疗中分开， 

（下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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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伐他汀联合血塞通软胶囊对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

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f xinfatating jointed with xue sai tong soft-capsule in 

improving the liver function and lower hyperlipemia 

陈 健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安徽  合肥，2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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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辛伐他汀联合血塞通软胶囊治疗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2009 年 6 月至 2011 年 8 月门诊酒

精性脂肪肝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辛伐他汀片,每晚一次，每次 10mg。治疗组同时加服血塞通软胶

囊，每日二次，每次二粒，两组均连续治疗 8 周，观察两组患者血脂、肝功能指标。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血脂均较治疗前有显

著改善（P＜0.0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反弹率(43.3%)明显低于对照组（93.3%）。治疗组 ALT、AST 较

治疗前显著下降（P＜0.01）；对照组无改善，9 例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辛伐他汀联合血塞通软

胶囊治疗酒精性脂肪肝具有保肝降脂的疗效。 

【关键词】辛伐他汀；血塞通软胶囊；肝功能；血脂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xinfatating  jointed with xue sai tong soft-capsule on sixty cases alcohol fatty 

liver.Methods sixty cases were randomized into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with 30 in each.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with 

xifatating and xue sai tong soft-capsule.twice daily.two grains once time.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xinfatating 10mg once daily .both 

group were treated for 8 weeks.To observe the hyperlipemia、liver function. Results hyperlipemia were marked change（P＜0.05),between 

the groups weren,t marked change（P＞0.05）。the treatment group rebound rate was 43.3% and control group 93.3%, ALT、AS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marked change（P＜0.01）,control group weren,t marked change, between the two group were marked change（P＜

0.01). Conclusion: xinfatating jointed xue sai tong soft-capsule possess of preserving the liver and lowering hyperlipemia.  

【Keywords】Xinfatating; Xue sai tong soft-capsule;Liver function;Hyperlipemia 

   酒精性脂肪肝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现代疾病，不及时治

疗或控制，可发展为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肝癌。临床采用

辛伐他汀联合血塞通软胶囊治疗 60 例，观察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09 年 6月至 2012 年 8月安医大第四附属医院门诊

患者60例均符合以下诊断标准: ①饮酒时间5年以上,每日饮

酒量平均大于 50g 乙醇量；②肝功能受损(40IU/L＜ALT、AST

＜200IU/L）；③ 血脂异常,TC> 6.22mmol/L或TG>2.26mmol/ L；

④B 超改变,肝脏近场回声密度增强,远场回声衰减,血管纹理

不清晰；⑤临床症状:有时感右上腹部不适，多体型肥胖⑥排

除病毒性、药物性、自身免疫性肝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

组各 30 例。治疗组男 20 例，女 10 例；年龄(31～62)岁；对

照组男 22 例，女 8 例；年龄（30～62）岁。两组年龄、实验

室及 B 超检查结果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P 均>0.05)，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所有入组患者均给予一般治疗，包括禁酒、控制体重、合

理饮食，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对照组口服辛伐他汀（鲁南贝特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0030705，5mg/片）每次 10mg,

每晚一次；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血塞通软胶囊（昆

明圣火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Z19990022）每

日二次，每次二粒，两组均连续治疗 8周后观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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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疗效判断 

2.1 诊断标准 

两组患者均符合西医内科学诊断标准
[1]
。 

2.2 疗效判断 

临床治愈
[2]
：临床症状、体征消失，肝功能、血脂恢复正

常；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肝功能明显恢复，TC 下降＞

20%，TG 下降＞40%；有效：临床症状、体征改善，肝功能有改

善，10%＜TC 下降＜20%；20%＜TG 下降＜40%；无效：临床症

状、体征无改善、肝功、血脂无改善或加重。 

2.3 疗效观察  

2.3.1 观察指标 

①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治疗前后血脂：血清总胆固

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肝功能：谷丙转氨酶（ALT）、谷

草转氨酶（AST）。③记录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 

2.3.2 统计学方法  

计算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组间计量资料的

比较采用 t检验。 

3   结  果 

3.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比较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比较（mmol/L, x ±s)

组别 治疗前后 TC TG HDL-C LDL-C

治疗前 6.55±1.88 4.78±0.98 0.95±0.30 4.01±1.20 治疗组

(n=30) 治疗后 5.02±1.10 1.78±0.87 1.25±0.22 2.88±0.99

治疗前 6.51±1.90 4.12±0.93 0.98±0.23 3.99±1.05 对照组

(n=30) 治疗后 5.78±1.15 2.05±0.85 1.03±0.19 3.42±1.01 

注：治疗后 TC、TG、HDL-c、LDL-C 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P＜0.05),组间比较（P＜0.05）。 

3.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比较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比较（U/L, x ±s） 

组别 治疗前后 ALT AST

治疗前 130±33.5 125.1±29.97治疗组 

(n=30) 治疗后 35.2±16.6 39.8±19.1

治疗前 128.31±29.52 119.6±26.33对照组 

(n=30) 治疗后 115.33±18.09 120.8±20.75

注：治疗后治疗组 ALT、AST 显著下降（P＜0.01）；对照组无改善。 

3.3 两组患者治疗后 B超结果均较治疗前改善，但无统计学意

义。 

3.4 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3.5 随访 

所有病例随访 3个月，治疗组血脂弹 13 例，反弹率 43.3%,

对照组 28 例，反弹率 93.3%。 

4 讨  论 

酒精性脂肪肝是乙醇中毒 常见的肝脏病变,严重威胁人

类健康，不积极控制，初为肝细胞脂肪变性, 进而发展为肝炎、

肝纤维化, 终导致肝硬化。  

血脂增高症属中医学“痰浊”、“瘀血”范畴，本病病机与

饮食过食肥甘厚味、痰浊中阻等因素有关。痰阻脉络，瘀血内

结，积聚血脉而成高脂血症。治宜活血祛瘀通络。血塞通软胶

囊含三七总皂苷，功效活血化瘀通络，祛瘀生新，从而降低血

液黏稠度，畅通血脉。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降低红细胞压积和血

中纤维蛋白原含量，服用血塞通软胶囊的 30 例患者，TC、TG、

LDL-C 均有明显下降，显示该药的降脂作用[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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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3年李哲
[5]
用造成大鼠离体灌流肝损伤模型，发现

PNS能减少丙二醇的形成及肝组织含水量，通过清除氧自由基，

抑制CA++逆流，防止氧自由基对肝细胞膜及亚细胞结构的脂质

过氧化损伤，保护肝细胞膜.目前研究表明，PNS对肝脏胶原代

谢有明显的作用，能抑制肝脏胶原合成。促进肝脏胶原降    解。

三七总皂甙可提高肝组织胶原酶活性和抑制HSC（肝星状细胞）

的活化，有效抑制胶原等基质成分的合成代谢，促进其分解代

谢，使肝脏内多种胶原减少，肝组织的结构趋于正常，最终使

肝组织的损伤和纤维化病变逐渐恢复[6]。  

综上所述，辛伐他汀单纯降脂疗效是肯定的，但易反弹，

并对肝功能有一定的损伤；辛伐他汀联合血塞通软胶囊具有降

低血脂，改善肝功能的疗效，充分发挥了传统医学活血化瘀优

势,有理有据,疗效肯定并具备安全性,依从性好。是一条有效、

安全、经济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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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四草三皮二豆汤联合黄芪鲫鱼汤食疗治疗肝硬

化腹水 118 例 

With four grass three skin two bean soup combined with Astragalus crucian 

carp soup diet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118 cases of ascites due to cirr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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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四草三皮二豆汤内服联合黄芪鲫鱼汤食疗治疗肝硬化腹水（中医辨证属于气滞血瘀证、肝郁脾虚证、

气滞血瘀证）的临床疗效。方法：336例肝硬化腹水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118例，对照组118例。治疗组给西医常规治疗+四草三皮

二豆汤内服联合食疗治疗；对照组西药常规治疗（保肝和利尿治疗，参见《实用内科学》第11版肝硬化有关章节进行处理）。治

疗 4 周，主要观察体重和腹围，用以了解腹水消退情况，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较对照组体重和腹围下降更明显，总

有效率治疗组为92.0%，对照组为78.0%，经Ridit分析，两组疗效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四草三皮二豆汤内服联合食疗

治疗肝硬化腹水疗效肯定。 

【关键词】肝硬化腹水；中医疗法；四草三皮二豆汤；黄芪鲫鱼汤食疗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four grass three skin two be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stragalus crucian carp soup 

nutritional therapy in treating ascites due to liver cirrhosis (TCM syndrome of qi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liver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qi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Methods: 336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of 118 cases, 118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 four grass three skin two bean soup orally combined with diet therapy; the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protecting liver and diuretic therapy, see "practical" version eleventh cirrhosi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relevant 

chapters for processing). For 4 weeks, body weight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were observed, to understand the ascites subsided, compared 2 

groups of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body weight and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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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was 92%, 78% in the control group, by the analysis of Ridi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2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sure four grass three skin two bean soup orally combined with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ascites due to cirrhosis. 

【Keywords】Liver cirrhosis ascites;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Four grass three skin two bean soup; Astragalus crucian carp soup 

diet 

肝硬化腹水属于中医鼓胀范畴，是肝硬化失代偿期的主要

表现，以腹胀如鼓，肤色苍黄，腹皮青筋显露为主要表现的积

聚类疾病，为临床难治病，常规保守利尿治疗往往难以迅速消

退，白蛋白往往价格昂贵，笔者用自拟四草三皮二豆汤联合黄

芪鲫鱼汤食疗治疗肝硬化腹水患者 118 例，取得较好的临床疗

效，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中医内科常见

病诊疗指南》（ZYYXH/T33-2008）。西医诊断标准：根据《临床

诊疗指南-消化系统疾病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卫生出

版社），《实用内科学（第 13 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编著，

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9 年美国肝病学会肝硬化腹水的治疗

指南》、《2010 年欧洲肝病研究学会临床实践指南：肝硬化腹

水、自发性腹膜炎、肝肾综合征处理》等国内、外临床诊疗指

南。证候诊断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

协作组鼓胀病（肝硬化腹水）诊疗方案”。 

1.2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2006 年 1 月～2012 年 1 月庄浪县中医院医院

住院的肝硬化腹水患者，共 316 例，其中男 188 例，女 128 例；

年龄 28～72 岁，病程 1月～6 年，病程最长 6年。乙型肝炎后

肝硬化 291 例，酒精性肝硬化 25 例。将 316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118 例，对照组 118 例。所有病例都有腹胀如鼓，

尿量少，双下肢水肿，伴乏力，脘闷纳呆，面色萎黄或黧黑，

舌质淡胖，脉沉细无力等症状，化验肝功能异常，白蛋白在 18～

30g/L，均经 B 超提示为肝硬化、脾大、腹水中量或大量，所

有病例均符合肝硬化诊断标准。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四草三皮二豆汤+黄芪鲫鱼汤+西医常规治疗。 

2.1.1 基本处方 

益母草、车前草、腹水草、马鞭草各 30g，茯苓皮、冬瓜

皮、大腹皮各 30g，黑豆、赤小豆各 15g。用法：水煎 2 次共

对为 400～500ml，早晚 2次温服。一个月为 1疗程。 

2.1.2 黄芪鲫鱼汤 

黄芪60g,鲫鱼或鲤鱼500g,将鲫鱼去鳞杂,切块,同黄芪煮

沸至鱼熟后,调料适量，每晨饮汤，不吃鱼，连续服饮。 

2.2 对照组   

西药常规治疗（保肝和利尿治疗，参见《实用内科学》第

11 版肝硬化有关章节进行处理）。两组均治疗 4周评价疗效。 

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x 2 检验进

行统计学分析。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专业委员会制定的《肝硬

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24（10）

869-871）。 显效 ：疗程结束时，①症状完全消失，一般情况

良好；②肝脾肿大稳定不变，无叩痛及压痛，腹水消失；③肝

功能(ALT、胆红素、A/G 或蛋白电泳)恢复正常。好转： 疗程

结束时，①主要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②肝脾肿大稳定不变，

无明显叩痛及压痛，腹水减轻 50%以上而未完全消失。③肝功

能指标下降幅度在 50%以上而未完全正常。无效：未达好转标

准或恶化者。 

4.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2.0%，

对照组为 78.0%，经 Ridit 分析，两组疗效有显著差异（P＜

0.05）。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18 78 31 9 92 

对照组 118 46 46 26 78 

5 讨  论 

肝硬化腹水为临床常见疑难病症之一，以腹膨胀如鼓，青

筋暴露，面及皮色黄或黧黑为主要临床特征，属于祖国医学“臌

胀”的范畴。总的病机大抵属于肝克脾土，脾失转输，清浊不

分，气滞血瘀，水道壅塞，水湿潴留而成，肝硬化腹水的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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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气血水相因为患，以气虚为本，血瘀为标，腹水为标中之标，

总属于本虚标实。因气病而水病者，治气即所以治水；因气血

病而水病者，化瘀即所以治水；先贤张景岳谓：“凡治肿者,必

先治水，治水者，必先利气，若气不能化，则必不利”。故逐

水应气血同求，气瘀分消。四草三皮二豆汤中车前草利水消肿；

益母草活血利水；腹水草行水，消肿，散瘀；马鞭草，活血通

经，利水消肿；茯苓皮健脾利水，大腹皮下气宽中，行水；冬

瓜皮利水消肿；赤小豆利小便，黑大豆一药，《本草》记载它

有补肾消肿利水、活血解毒之功效。综观全方，能使肝气疏，

脾气健，则气得行，水得利，腹水消。黄芪鲫鱼汤补气健脾、

利水、消肿，又能补充蛋白质。故诸药配伍，臌胀则愈。研究

表明，四草三皮二豆汤合黄芪鲫鱼汤治疗肝硬化腹水治法能明

显改善中医证候、改善肝功能等指标,特别是在患者后期的腹

水复发、体重及腹围变化有较明显的疗效,且临床使用安全无

毒副作用，适宜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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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医综合疗法治疗乙肝后肝硬化腹水的临床效果分

析 

     目的：本文将对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进行临床分组研究，从而探讨

中医综合疗法治疗乙肝后肝硬化腹水疾病的临床疗效，为提高此类患者的

治疗效果提供可靠依据，最终保障患者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方法：对照

组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进行西医常规治疗措施；研究组乙肝后肝硬化腹

水患者在进行上述常规治疗措施基础上，给予中医综合治疗方法。结果：

研究组患者经中医综合疗法治疗后总有效率高达 90.48%，显著高于对照组

进行常规方法治疗后总有效率 76.19%，且 P<0.05，两组患者对比结果具有

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乙肝后肝腹水肝硬化患者实施中医综合疗法进行治

疗，能够显著提高患者临床治疗效果，保障患者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作 者:文春 (甘肃省临夏市民族医院，甘肃 临夏，7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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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例肝硬化腹水中西医结合临床分析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之临床疗效。方法：回顾分析我

院救治之肝硬化腹水患者 75 例，对照组给予西医药及常规，治疗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加服中药自拟方。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6.85%；对照组总有效

率为 66.67%。治疗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比较，
＊
P<0.05，

具有对比意义。结论：中西医结合可有效治疗肝硬化腹水，疗效显著。 

作 者：艳红 (河南省周口市中医院，河南 周口，4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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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西医治疗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腹水的临床效果 

目的:观察分析中西医治疗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腹水患者的临床效果.方

法:选取本院收治的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腹水患者 72 例,平均分为两组,分别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36 例,对照组行西药治疗,观察组在西药治疗基础

联合中药治疗,治疗 2 个月后比较两组临床效果.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4.44%,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7.78%,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结论:中西药联合治疗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腹水患者,可取长补短,

提高临床疗效,显著改善患者肝功能,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作 者：武果勤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31)；   

刊 名：中医临床研究  2012 年 24 期 103-104 页    

英文期刊名：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关键词：乙型肝炎；肝硬化腹水；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  

分类号：R442.5   

DOI 号：10.3969/j.issn.1674-7860.2012.24.063



- 70 -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4  Vol.(6)  No.3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4.03.025 

醒脑静联合尼莫地平治疗血管性痴呆临床疗效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Xingnaojing and nimodipine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谭志勇 

（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北京  朝阳，1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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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醒脑静联合尼莫地平治疗血管性痴呆 80 例疗效及相关不良反应。方法：将我院住院的血管性痴呆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两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调整血压，控制血糖，抗血小板、改善脑循环、应用脑保

护剂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尼莫地平，30 mg/次，3次/d；醒脑静注射液 20ml 加入生理盐水 250 ml，静脉滴注，1 次

/d； 两组患者疗程均为两周。 两周后通过门诊或电话 随访患者 MMSE 量表的积分，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定治疗前

后的日常生活能力(ADL 量表)。结果:治疗组的 MoCA，ADL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存在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使

以 MMSE 得分为标准的临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其总有效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2.5%VS67.5%，P<0.05)。结论:采用醒脑

静注射液联合尼莫地平治疗血管性痴呆临床疗效好，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生活能力，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安全性较高，

故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关键词】血管性痴呆；尼莫地平；醒脑静注射液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Xingnaojing and nimodipine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Methods 

80 cases of vascular dementi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ach group 40 cases,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being hospitalized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at is adjusting the blood pressure,controling blood sugar, improving 

cerebrocirculation,using brain protective agent and so o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hat nimodipine,30 mg per time,there times per 

day and Xingnaojing injection 20 ml adding   the normal saline 250 ml intravenous drip,one per day,the course of treatment of two groups 

is tow weeks. Follow-up after tow weeks,through the outpatient or telephone,to observe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and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Results  The results of MoCA,ADL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with MMSE as standard,is distinctly 

improved,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82.5% vs 67.5%, P<0.05).Conclusion Xingnaojing injection joint nimodipine has 

positive effect on vascular dementia,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the cognition function and living ability; It s safe and reliable,  So it is worth 

for clinical use. 

【Keywords】Vascular dementia; Xingnaojing injection; Nimodipine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口老龄化，高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代谢异常人群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于

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D）的发病率显著相

关，VD目前已成为最常见的痴呆类型。也是我国广大心脑血管

疾病患者的重要并发症之一，受到广大医疗工作人员的关注
[1]；VD是指在缺血性、出血性及急慢性缺血缺氧性脑血管疾病

引起脑组织损害的基础上，产生的以神经认知功能障碍、记忆

力减退、情绪及行为异常为主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2]
。因VD发

生后，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将丧失劳动及自理生活能

力，致残致死率高，成为当前社会医疗和家庭的沉重负担；而

目前对于本病无特效治疗，临床上多采用改善脑部循环、促

智药物，预防脑血管复发及康复训练等治疗。故对本病采用

醒脑静联合尼莫地平治疗治疗血管痴呆患者，临床疗效较为

满意，现将相关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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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2009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我院住院的血管性痴呆患

者 80 例，入组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血管性痴呆的诊断标准，痴呆病理行为评定量表（the 

behavioral pathology in alzheimers disease rathing 

scale，BEHAVE-AD）
[3]
，评分≥8 分，年龄≥50 岁，头颅 CT

或 MRI 检查有明确的阳性所见；②简易智力状况检查

（mini-mental state examimation，MMSE）≤26 分，入组前

先有 1周清洗期；③并排除脑积水、颅内肿瘤、高渗性昏迷、

抑郁症、急性谵妄、癫痫以及严重心、肝、肾、血液泌系统等

疾病。 采用完全随机法产生两组患者编码，单数患者为治疗

组，偶数患者为对照组。两组 40 例，其中男 49 例，女 31 例，

其中平均年龄（74.2±9.3）岁，平均病程（10.3±6.2）年，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受教育程度及常见合并病等方

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调整血压，控制血糖，抗血小板、

改善脑循环、应用脑保护剂等常规治疗，对照组患者在此基础

上给予口服尼莫地平（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30 mg/次，3

次/d。观察组患者在应用尼莫地平治疗基础上加用醒脑静注射

液（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ml 加人生理盐水

250ml，静脉滴注，1 次/d，两组患者疗程均为 2周。2周后通

过门诊或电话随访患者 MMSE 量表记录的积分，蒙特利尔认知

评估量表（MoCA），评定治疗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ADL 量表)。 

1.3 判定标准  

主要对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的变化，依据 MMSE 量表记

录的积分进行判定，其中 MMSE 积分增加 5分以上为显效；MMSE

积分增加 1～4 分为有效；MMSE 积分没有增加则判定为无效。

显效率与有效率之和为总有效率[4]
；统计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

表（MoCA），检测患者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评定治疗前后的

日常生活能力(ADL 量表)。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x ±s 表示，同时采用t 检验和 x 2 检验，以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观察指标  

如表 1 所示，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MoCA 及 ADL 评分较治疗

前有显著改善（P＜0.05），观察组患者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患

者，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MoCA 及 ADL 评分的比较 

MoCA ADL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0 16.2±0.6 26.2±1.5
*
 23.4±6.4 53.5±9.7

*
 

对照组 40 16.4±0.7 21.9±1.1 25.3±7.4 38.3±7.9 

注：*治疗后两组相比较 P＜0 .0 5 

2.2 临床疗效主要对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变化，依据 MMSE

量表记录的积分进行判定，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表 2  两组 MMSE 量表比较 [n，（%）] 

组别 n（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40 15 （37.5） 18 （45） 7 （17.5） 32 （82.5）
*
 

对照组 40 12 （30.0） 15 （37.5） 13 （32.5） 27 （67.5） 

注：与对照组比较，
*
P＜0 .05 

3 讨  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的现代化步伐的加快，VD 的发

病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其典型的临床症状为认知障碍、人

格改变、日常生活能力丧失及行为异常等
[5]
，其主要的发病机

制与梗塞、小血管疾病、白质损伤、神经元损伤、神经递质改

变、炎症反应等关系密切
[6]
。早期表现主要是肢体麻木、头痛

眩晕、睡眠障碍等，近期可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轻度受

损和一些情绪变化等，晚期会出现严重的智能障碍，极大危害 

人们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受到广大医疗工作者和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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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脑血管病及其他原因脑损伤对本病的发生有重要作用，长

期慢性脑部缺血、脑代谢的改变亦可导致该病的发生。因此，

改善脑部供血是治疗血管性痴呆的关键。目前大量研究发现，

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可促使血小板聚集,血液粘稠度增加,

小动脉血管痉挛。
[7]
尼莫地平是 1,4-二氢吡啶类 L 型钙离子

通道拮抗剂，能选择性作用于颅内血管，可逆性地与其钙通道

的有关受体结合,调节钙离子在血管平滑肌内浓度,调节血管

舒缩,改善脑血流，故不仅降低脑循环的阻力，进而增加脑血

流量，改善脑代谢；还可以抑制该部位缺血、缺氧时钙离子通

道的异常开放，从而阻止钙超载引起的细胞毒性物质对细胞的

损害，起到神经保护的作用；[8]
尼莫地平还可以特异性地结合

于大脑中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功能区 ,尤其是海马和皮质，被

广泛应用于血管性痴呆领域治疗
[9]
。醒脑静注射液该药的主要

成分含有麝香，栀子，冰片，郁金等药物成分，其中麝香气味

芳香，具有良好的开窍通闭性能，可增进大脑功能, 冰片具有

清热解毒止痛功效，能协助麝香发挥兴奋中枢神经功能, 能起

到醒脑止痉 清热凉血行气活血和解毒止痛，提高脑细胞耐缺

氧能力，有抗氧化及氧化自由基等功效。从现代药理学研究：

其能有效降低氧自由基，过氧化脂质降低[10]
 ，及其他血浆中

的相关因子，如同型半胱氨酸，TNF-a、IL-I，超氧化物岐化

酶(SOD)，肿瘤坏死因子 a(TNF，a)，白介素
[11]
，内啡肽，环核

苷酸发热介质
[12-13]

等。从而达到抑制炎症血管通透性、抑制白

细胞粘附、减轻趋化反应、抑制溶酶体释放，抑制脑细胞钙钠

交换，减轻脑水肿程度；促进脑细胞新生的功效
[14]
；主要有效

成分麝香酮及左旋龙脑可以抑制神经元的兴奋性，对缺血性脑

损伤、癫痫、精神分裂症及帕金森病均有益处
[15-16]

。故将醒脑

静联合尼莫地平能从不同作用途径入手治疗 VD,联合用药能改

善治疗组 MoCA 及 ADL 评分，并使以 MMSE 得分为标准的临床症

状得到明显改善，其总有效率明显改善有统计学意义，(82.5% 

vs 67.5%，P＜0．05)。 

综上所述，采用醒脑静注射液联合尼莫地平治疗血管性痴

呆临床疗效好，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生活能力，且不

良反应发生率低，安全性较高，故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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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高血压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combination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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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方法:使用辨证对比方式，将本院治疗的 124 例原发性高血

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西医治疗）和观察组（中西医辨证结合治疗）各 62 例，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后，观察其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观察组显效率为 61.3%，总有效率为 95.2%，对照组显效率为 43.5%，总有效率为 75.8%，两组显效率和有效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平均值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血压值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高血压较常规西医治疗具有更加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值得推广。 

【关键词】原发性高血压；中西医结合；疗效分析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Methods : using dialectical comparison method,124 cases of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reated with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and Western medicine syndrome) 62 cases， after two months of treatment， and observe its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significant efficiency was 61.3%，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5.2%，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ignificant efficiency was 43.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75.8%， the two group of significant efficiency and efficiency 

compared，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observation group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mean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blood pressure valu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treatment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with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is 

more good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Essential hypertensio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urative effect analysis 

高血压病是临床中最常见的一种慢性心脑血管疾病，可对

人的多种靶器官如心、肾、脑等产生损伤，给患者的生理和心

理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目前，高血压病的发病率不断增加，

甚至出现年轻化，因此，高血压病的预防与治疗研究在医学界

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高血压病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

发性高血压两类，本文主要针对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进行治疗

观察研究。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尚未明确，其主要表现为血压

升高，在传统医学中尚属“头痛”、“眩晕”范畴。该病发病率

高、危害大，早期症状不明显，只是有时会出现头晕目眩，因

此，多数患者是在体检过程中被确诊为高血压后才会注意这些

症状。 目前，对该病的治疗应以药物治疗为主，但是单独使

用西药或者中药治疗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运用中西医辨证

结合治疗能够兼具两者的优点，有效控制患者血压，改善临床

症状。下面将对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7 月期间在本院检查治

疗的 124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所取得的满意疗效进行详细报

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7月至 2013 年 7月本院收治的原发性

高血压患者 124 例，其中男 78 例，女 46 例，随机分为数量相

等的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男 41 例，女 21 例，年龄 37～

69 岁，平均年龄(54.3±2.9)岁，病程 1～16 年，平均病程(6.8

±2.3)年。治疗组：男 37 例，女 25 例，年龄 37～68 岁，平

均年龄(52.6±3.1)岁，病程 1～17 年，平均病程(7.3±2.1)

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标准 

①年龄＜30 岁或＞70 岁的患者；②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

的患者；③身体对药物硝苯地平缓释片过敏的患者；④存在肌、

肾和造血系统等疾病的患者；⑤继发性高血压病患者；⑥存在

精神病史的患者；⑦资料不全或不配合用药的患者。 

1.3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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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均先停用与血压有关的药物两周，然后按以下服

药方法服药两个月时间。 

①对照组 仅常规西医治疗：口服硝苯地平缓释片，15mg/

次，2次/d。 

②观察组 中西医结合治疗：口服硝苯地平缓释片，15mg/

次，2 次/d。除此之外，加服中药汤剂，组方为：川芎 15g，

鸡血藤 30g，丹参 20g，水蛭 5g，天麻 10g，菊花 15g，钩藤

10g，地龙 10g，茯苓 15g，半夏 10g，每天 1 剂，水煎 2 次，

取汁 300ml，分早、晚服用。 

1.4 疗效判定标准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高血压指南的诊断标准可知：凡

收缩压≥140mmHg 或舒张压≥90mmHg 者都可确诊为高血压，同

时根据该标准以及我国卫生部颁布的《中药新药治疗高血压病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的有关标准可拟定：舒张压下降≥

10mmHg 并至正常或降低 20mmHg 以上为显效；舒张压下降＜

10mmHg 并至正常或下降 10～19mmHg 以上为有效；未达到上述

标准则视为无效。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均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进

行 x 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 

经过两个月的临床治疗之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病情

均有好转，但是观察组的总有效率(95.2%)远远高于对照组

(75.8%)，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疗效对比(n，%) 

显效 有效 无效 组别 n 

n1 % n2 % n3 %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2 38 61.3 21 33.9 3 4.8 95.2 

对照组 62 27 43.5 20 32.3 15 24.2 75.8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压值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压值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经过两个月的临床治疗之后，两组中大多数患者的

血压值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而且观察组收缩压(141.2 mmHg)

和舒张压(85.1 mmHg)平均值明显低于对照组(收缩压 147.9 

mmHg，舒张压 93.1 mmHg)，两组患者血压值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前后的血压值比较（ x ±s，mmHg）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别 

收缩压 舒张压 收缩压 舒张压 

观察组 167.3±4.7 107.8±5.3 141.2±3.1 85.1±5.7 

对照组 168.4±4.9 107.4±3.8 147.9±4.4 93.1±5.1 

3  讨  论 

原发性高血压在祖国传统医学的范畴里面属于“眩晕”、

“头痛”，治疗时最常见的方式一般为滋补肝肾和平肝潜阳
[1]
。

但是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以中医活血化瘀、温阳利水法来稳

定高血压患者的病情也逐渐被广大医者所接受，并推广开来。

活血化瘀和温阳利水法可以促进患者血管扩张，进而完善血液

循环，血液粘稠度降低，减除患者小动脉痉挛症状，并且对血

管紧张素转换系统的功能有抑制的作用。 

本研究结合平肝潜阳之品，以活血化瘀为主，对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的血压进行控制。观察组所用的中西医结合方中，川

穹、鸡血藤、丹参、水蛭可以活血化瘀，能减轻患者的疼痛；

天麻、菊花可以平肝熄风；钩藤可以改善血液，入肝经对肝部

清热解毒；地龙可以保持血液通畅，对患者的疲倦状态起到减

轻的作用；茯苓可以利尿，消除肿胀；半夏可以燥湿化痰。同

时当代临床医学证明，丹参可以避免血栓形成，促进纤维蛋白

的溶解，降低血浆的粘稠度，而天麻、地龙等对降压能起到很

好的作用，结合用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本次 124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观察组血压和治疗总有效

率与对照组相比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该结果说明中

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比西医常规治疗的效果更为显著，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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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干预超早期脑梗死静脉溶栓方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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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医药干预超早期脑梗死静脉溶栓治疗方案的安全性以及疗效性。方法：采用回顾性方法分析，选取

我院自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两年以来收治的 36 例超早期脑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各 18

例，对照组单纯采用静脉溶栓，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医药干预治疗。比较溶栓前、溶栓后 24 小时、溶栓 7 周以及溶栓 30 天

的神经功能评分以及临床疗效评定。结果：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评分以及疗效上在治疗后 24 小时以及 7天没有明显的差异，不具

有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后 30 天在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以及临床疗效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对超早期脑梗死患者在静脉溶栓治疗基础上进行中医药干预，疗效较好，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中医药；超早期；脑梗死静脉溶栓；方案观察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treatment of hyper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thrombolysis safety and efficacy. Method: analysis by retrospective method, the clinical data of 36 cases of hyper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since 2011, January -2013 year in January two years of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each 18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is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thrombolytic 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based on the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treatment. Comparison of thrombolytic therapy, thrombolysis, 24 hours after thrombolysis in 7 weeks and 

thrombolytic therapy in 30 days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 and clinical assessment.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s and curative effect in 24 hours and 7 days after treatment, no obvious difference, does not hav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on the 30 day post treatment scores on neurologic impairment and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has obvious 

difference,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hyper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basis of intravenous thrombolytic therapy on the efficacy, safety and reliability, is worth the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ltra-early stage; Cerebral infarction thrombolytic; Scheme observation 

脑梗死又称之为缺血性卒中，该病主要是由多种原因导致

的脑组织局部缺血以及缺氧，从而发生病变，在临床上多表现

为神经功能缺失。目前，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脑梗死发病在

6 小时内称之为超早期脑梗死，对于这时期的脑梗死患者可以

采用溶栓药物进行治疗[1]
。传统方法中有动脉溶栓以及静脉溶

栓治疗，动脉溶栓治疗超早期脑梗死患者的损伤性较大，加上

费用昂贵，大多数患者难以接受。同时静脉溶栓治疗后容易出

现出血的不良反应，因此，在临床中的应用也受到限制。本文

就选取我院自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两年以来收治的 36

例超早期脑梗死患者，对其在静脉溶栓的基础上给予中医药干

预，均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自 2011 年 1月～2013 年 1月两年以来收治的 36

例超早期脑梗死患者，其中男性患者22例，女性患者14 例，

年龄范围56～75岁，平均年龄为（65.5±9.5）岁.所有患者发

病时间均在 6 小时内，有明确的脑循环障碍；经过头颅 CT 或

者 MRI 检查，没有外脑出血或者是脑外伤等疾病；均初次发病，

没有其他严重全身并发症，血压控制在 180/100mmHg 以下。随

机将其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各 18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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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以及症状上均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超早期脑梗死患者均给予 50g 的 r-tPA 溶于 50ml 无

菌注射水中，前一分钟快速推注总量中的 8mg，剩余剂量在 1

小时内采用静脉泵输入。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之上给予 200mg

血塞通，加入 0.9%的生理盐水 250mg 的静滴，每天一次，15

天做为一个疗程。 

两组患者在溶栓前后 24 小时内均禁止给予抗凝制剂以及

抗血小板。使用溶栓后 24 小时内如果没有出血以及其他禁忌

症者，应给予 100mg/d 肠溶阿司匹林，0.4ml 的低分子肝素钙，

皮下注射连续 7天。等待溶栓之后 3天之内，均进行康复治疗

以及患肢功能锻炼。 

1.3 疗效评定 

①根据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

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与“临床疗效规定标准”

进行评分以及疗效的评定：基本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91%～

100%，病残程度为 0 级；显著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46%～

90%，病残程度为 1～3级； 

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4%～45%；无变化：功能缺损评

分减少 17%左右；恶化：功能缺损评分减少或者增多 18%以上。

总有效为基本痊愈加上显著进步。②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应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检测后与

标准样品采用t 检验，临床治疗效果采用 x 2
检验。当P＜0.05，

表示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以及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 24 小时以及 7 天内在上神经功能缺

损评分上没有明显的差异，不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

但是在溶栓后 30 天对照组为（8.12±4.12），观察组（4.12±

4.26），对照组总有效例数为 11 例，占 61.11%，观察组总有效

例数为 15 例，占 83.33%。有着明显的差异，具有差异统计学

意义（P＜0.05）。如下表 1、表 2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组别 溶栓前 溶栓后 24 小时 溶栓后 7 天 溶栓后 30 天 

对照组 26.12±2.42 16.45±6.53 10.12±5.24 8.12±4.12 

观察组 26.58±2.12 16.24±6.12 9.23±5.86 4.12±4.26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后 30 天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基本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变化 恶化 

对照组 18 4 7 3 4 0 

观察组 18 9 6 2 1 0 

2.2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在用药后 24 小时，均没有出现颅内血肿现象，

其中有 1 例患者在第 7 天进行头颅 CT 检查时发现有梗死灶旁

小点以及小片状出血，经过特殊处理，症状消失。 

3 讨  论 

脑梗死的病例生理过程在实质上是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

上发生局部脑组织缺血坏死过程，由于脑动脉有一定程度的自

我代偿功能，因而在长期的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中，并

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2]
。一旦脑组织本身对缺血缺氧非常敏感，

供应血流中断的 5分钟内就能够发生不可逆性损伤，促使缺血

区的脑细胞迅速死亡。有相关脑缺血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在脑

缺血的 30 分钟后，不可逆的脑损伤就开始出现，并且缺血区

的选择性神经坏死的范围主要取决于缺血的持续时间以及严

重程度。我国内的研究学者一般将脑梗死自发病起的 6 小时内

称之为超早期治疗，同时还表明，使用溶栓药物能够取得有效

的治疗。到目前为止，溶栓药物则主要有尿激酶、链激酶以及

rt-PA 等药物[3]
，给药途径主要有导管介入、颈动脉滴注以及

静脉滴注的方式。然而，由于溶栓药物治疗超早期脑梗死患者

有着较高的出血不良反应的现象，因此，在临床中，使用静脉

溶栓时减少其剂量，但是会影响其疗效。在本次的研究中，采

用中医药联合静脉溶栓能够取得显著的效果。 

本次采用的血塞通，主要成分为三七总皂苷，具有活血祛

瘀，通脉活络等功效，同时还能够增加脑血流量[4]
。在现代药

理学中认为，血塞通能够增加动脉血流量，扩张血管，降低脑

组织耗氧量，并且能够抑制血小板的凝聚，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最终改善局部血液流变学，在治疗中与静脉溶栓形成互补
[5]
。 

（下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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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中药调护在高血压阴虚体制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1 年 3 月～2013 年 3 月间，我院收治的

高血压患者 92 例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应用西药进行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中药

调护干预，对比效果。结果：治疗组患者血压下降情况优于对照组，干预效果较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药调护

对于患者阴虚体质状况改善明显，面色潮红、失眠眩晕、易烦躁易怒等症状大部分消失或改善显著，效果较好。结论：中药调护

在高血压阴虚体质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很好，能显著改善血压控制状况与阴虚体质状况，值得大力推广应用。 

【关键字】中医调护；高血压；阴虚体质；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application effect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with Yin deficiency 

system. Methods: from 2011 March to 2013 March, our hospital 9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were studied retrospectivel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of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study group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effect of contrast. Results: th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decreased blood pressur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tervention effect is goo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for the patients with Yin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condition improved, flushing, dizziness, insomnia, irritability irritability and other 

symptoms disappeared or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etter.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with Yin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is very good, can improve blood pressure control status and yin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condition, 

and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application. 

【Keywords】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Hypertension; Yin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Effect 

高血压被归属于中医学“眩晕”范畴，眩晕、心悸等病症

时诊治高血压的主要临床指标
[1]
。现阶段，中西医结合治疗高

血压方式应用较为广泛，中医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常见阴

虚体质者，阴虚是造成高血压发病的典型影响因素，所以结合

中医治疗理念，对高血压阴虚体质者进行中药调护，从根源上

达到控制血压的目标，疗效显著。选取 2011 年 3 月～2013 年

3 月间入我院进行治疗的高血压患者 92 例为研究对象进行回

顾性分析，临床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材料 

选取 2011 年 3 月～2013 年 3 月间，我院进行治疗的高血

压患者 92 例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回顾性分析。92 例患者均确

诊为高血压，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 2008 年发布的

《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西医疾病部分（ZYYXH/T50～135

—2008）[2]
。诊断标准为：收缩压≥140 ㎜ Hg，舒张压≥90 ㎜

Hg。 

92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48 例，女性患者 44 例，年龄 35～

69 岁，平均年龄（46.2±4.4）岁，病程 1～10 年，平均病程

（3.2±2.5）年，血压以Ⅰ级、Ⅱ级为主，有长期服用降压药

物史，主要以钙拮抗剂、利尿剂、转换酶抑制剂等为主，用药

方式为单用或联合，用药时间均持续在半年以上。患者血压情

况：脉压≥60 ㎜ Hg，收缩压≥140 ㎜ Hg，舒张压≥90 ㎜ Hg。 

纳入研究患者均经过临床筛选，排除不良影响因素（肝肾

功能异常、心脏瓣膜病、恶性肿瘤及其他严重疾病等）且同意

参与研究。 

1.2 患者临床症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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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潮红、身形消瘦、口干、喜冷饮，手足热显著，大便

干结小便赤短，眩晕失眠、易烦躁易怒、五心烦热，舌苔少或

者呈现龟裂苔，脉细数
[3]
。根据入院时间先后分为对照组和研

究组，每组 46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等方面无显

著差异具有可比性。 

1.2.3 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西药进行治疗，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

采取中医调护进行干预。对照组予以西药治疗，患者服用硝酸

酯类药物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上海金山制药厂生产，国药准

字号 H20031224），剂量每天 50 ㎎，连续服用两个月。 

治疗组主要实施中医调护，以心理干预、生活干预和饮食

指导为主。 

针对患者心理状态实施“一对一”心理干预指导，解决患

者疑难问题，缓解其心理压力，做好健康宣传教育，教导患者

使用静志安神法排解不良情绪，倾听患者心声。 

中医治疗高血压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辨证治疗，坚持

“治标”与“治本”的原则。中医认为药食同源，由于患者本

身都属于阴虚体质，对于患者的生活要进行细致的了解和指

导，饮食以清淡为宜，对于肥腻和刺激性食物要尽量少吃，芝

麻、老鸭、银耳、鱼类和奶类可以多食，葱、姜、蒜、辣椒等

辛辣食物应少吃，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饮食起居方面符合节

奏规律，比如夏季要午休，冬季宜早卧晚起，以达到藏精气、

养阴生津的目的。 

合理安排患者日常生活，注重劳逸结合，防止心理负担过

重、精神高度紧张或过度疲劳等情况的发生。对于糖烟酒等食

物要严格限制，避免神经过于兴奋、血糖过高或血脂粘稠等引

发其他严重疾病与后果。阴虚体质患者在进行养生保健的时

候，还可以采用按摩穴位的方法，以按摩阴陵泉穴、照海穴、

太溪穴、三阴交穴、涌泉穴为主，可以起到调养和无病预防的

目的。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变化情况、阴虚体质改善情

况，血压进行测量记录，阴虚体质改善状况由专业人士按照相

关标准进行评价。 

1.4 统计分析 

临床所得数据使用统计软件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均数标准差以（ x 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t检验，计量资

料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压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三项数值均出现明显变化，与治疗前相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

研究组患者血压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研究组患者阴虚体质状况改善明显，面色潮红、

失眠眩晕、易烦躁易怒等症状大部分消失或改善显著。治疗后

两组患者血压变化情况见表 1。

表 1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压变化情况（㎜ Hg） 

研究组 对照组

收缩压（SBP） 舒张压（DBP） 脉压（PP） 收缩压（SBP） 舒张压（DBP） 脉压（PP） 

治疗前 168.2±6.7 70.1±5.2 99.3±5.2 168.2±6.7 71.2±5.8 99.5±4.1

治疗后 143.±3.3
*# 62.5±3.4

#
 81.9±7.2

*# 152.3±5.1
* 68.2±3.7

* 92.1±3.6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P＜0.05. 

2.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分别为 91.30%、78.26%，两者差异显著，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6 36（78.26） 6（13.04） 4（8.70） 42（91.30） 

对照组 46 19（41.30） 14（30.43） 13（28.26） 33（78.26） 

P <0.05 

3 讨  论 

高血压临床中多发病症，也是心血管疾病中发病率较高的

一类疾病。中医理念认为情志失调会造成脏器失衡，这与西医

中神经兴奋促使内分泌异常理念相通，所以针对高血压患者进

行心理干预就是调节情志缓解脏器压力，降低血压升高发生几

率。中医认为药食同源，所以在饮食护理中融入中医理念控制

血压、改善阴虚体质是有效途径，这样能够改善高血压患者因

饮食不调所造成的脾不运化、湿聚、痰生现象，配合适当运动

锻炼达到控制血压的目的[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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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结果证实，中药调护理念的介入与干预能够显著

提升血液控制效果，改善阴虚体质。中医治疗高血压应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辨证治疗，坚持“治标”与“治本”的原则
[5]
。

常用龙胆泻肝汤平肝潜阳；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平肝化痰，和胃

化湿；用丹参、泽兰等活血化瘀，改善血液黏滞度以及血小板

功能。中医治疗要特别注意调治阴阳的平衡，用六味地黄丸、

一贯煎等滋补肝肾，采用大补元煎治疗阴阳两虚。引导患者多

食用低盐饮食、使用植物油脂，多食用蔬菜和水果。 

中医调护中的心理干预至关重要，解决患者疑难问题，缓

解其心理压力，，对其内心烦闷情绪进行排解，培养积极乐观

的心态，配合治疗，缓解病情，舒缓身心压力，提升生活质量，

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应对疾病。合理安排患者日常生活，督促其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运动习惯。对于糖烟酒等食物要严格限

制，避免神经过于兴奋、血糖过高或血脂粘稠等引发其他严重

疾病与后果。根据中医药理中阴虚体质合理筛选能够改善患者

阴虚状况的食物，并根据患者需求进行营养搭配，依据中药性

味、归经、功效选择符合阴虚体质且有降压效果的食物[6]
。为

了提升配合度，要做好家属及其患者的思想工作，鼓励其多食

用低盐饮食、能够有效降低血压的蔬菜水果，多使用植物油脂，

饮食以清淡为宜，对于肥腻和刺激性食物要尽量少吃，芝麻、

老鸭、银耳、鱼类和奶类可以多食，葱、姜、蒜、辣椒等辛辣

食物应少吃，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 

阴虚体质患者在进行养生保健的时候，还可以采用按摩穴

位的方法，以按摩阴陵泉穴、照海穴、太溪穴、三阴交穴、涌

泉穴为主，可以起到调养和无病预防的目的。 

中药调护包括饮食调护、心理调护、穴位保健等方式，在

高血压阴虚体质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较为理想，能显著改善血压

控制状况与阴虚体质状况，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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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研究中，使用静脉溶栓后 24 小时以及 7 天内，两

组患者在神经功能缺损以及临床疗效上没有明显的差异，这可

能是因为血塞通的疗效不在于提高脑梗死血管再通率，而是在

于后期的脑保护。在溶栓后 30 天，观察组患者在神经功能缺

损以及临床疗效上优于对照组患者，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P

＜0.05）。在不良反应上，由于搜集的病例有限，尚且不能在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上有明确的说明。但是此种治疗方法是安全

可行的。 

综上所述，对超早期脑梗死患者在静脉溶栓治疗基础上进

行中医药干预，疗效较好，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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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温阳化痰法治疗痰湿中阻型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VBI）性眩晕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收治的 90 例 VBI 性眩晕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自愿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5 例。

对照组给予盐酸氟桂利嗪治疗，观察组采用中医温阳化痰法治疗，疗程 14 天。比较治疗结束后的临床效果和血流动力学指标。结

果：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5.6% vs 80.0%，P<0.05）；治疗后两组收缩期基底动脉（BA）和

椎动脉（VA）血流速度均明显升高，其观察组升高更为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温阳化痰法治疗 VBI 性眩

晕患者的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温阳化痰法；痰湿中阻；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眩晕；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warm expectorant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phlegm wet and VBI 

vertigo.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phlegm wet and VBI vertigo admit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and June 2013 were randomly 

and voluntari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45） and observation group（n=45）.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flunarizine hydrochloride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TCM explored eliminating phlegm method,the period of treatment was 14 days.The 

clinical effect and hemodynamic indexes were compared after the treatment.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95.6% vs 80.0%，P<0.05）.The systolic basilar 

artery (BA) and vertebral artery (VA) blood flow velocity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he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more,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ll P<0.05）.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warm expectorant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phlegm wet and VBI vertigo is remarkable and worth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Warm expectorant treatment;Phlegm wet;Vertebral-basilar artery insufficiency;Vertigo;Effect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VBI）性眩晕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疾

病之一，在合并外周动脉硬化的患者中其发生率高达 40%
[1]
。 

VBI 性眩晕多由于椎-基底动脉的狭窄引起，尤其是近端的狭

窄。临床表现主要有眩晕、头晕、视觉障碍和共济失调等，严

重时可出现感觉障碍
[2]
。临床上治疗 VBI 性眩晕多使用扩张脑

血管药物，改善脑部循环和代谢。中医治疗强调整体着眼和辨

证施治，本研究旨在观察温阳化痰法治疗痰湿中阻型VBI性眩

晕患者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自2012 年 1 月 ～ 2 0 1 3 年 6 月 收 治 的 9 0

例 V B I 性眩晕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症状、体

征和脑部影像学检查（CT、MRI和经颅多普勒超声TCD）检查

确诊为VBI性眩晕，中医症候类型为痰湿中阻型（有嗜睡、时

吐痰涎、舌苔腻、脉滑或者弦滑），排除脑出血、脑梗死和

脑肿瘤患者。所有患者按照随机、自愿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各45例。对照组男28例，女17 例；年龄22～72

岁，平均（56.3±9.6）岁；病程1天～16年，平均（36.4

±3.7）月；合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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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 29 例，糖尿病 18 例，高血脂 20 例。观察组男 27 例，女

18 例；年龄 24～75 岁，平均（57.4±9.2）岁；病程 4天～17

年，平均（37.2±4.3）月；合并高血压 26 例，糖尿病 19 例，

高血脂 22 例。两组间性别、年龄、病程和合并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口服盐酸氟桂利嗪（西比灵），每晚 5mg，睡前

口服，每日 1 次；观察组采用温阳化痰法治疗，使用半夏白术

天麻汤（天麻 10g、半夏 9g、橘红 10g、茯苓 10g、甘草 5g、

白术 15g、生姜 10g、肉桂 5g），用水煎服，每日一剂。疗程为

14 天，比较治疗结束后的临床效果；使用经颅多普勒超声（TCD）

检测收缩期基底动脉（BA）和椎动脉（VA）的血流动力学变化。 

1.3 临床效果判断  

根据文献[3]
中的方法判断临床效果。痊愈：眩晕症状消失，

TCD 显示椎-基底动脉血流基本正常；显效：眩晕症状明显减轻，

TCD 显示椎-基底动脉血流较前明显改善；有效：眩晕症状稍减

轻，TCD 显示椎-基底动脉血流较前稍改善；无效：眩晕症状无

减轻甚至加重，TCD 显示椎-基底动脉血流无改善。总有效率为

（痊愈+显效+有效）/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均数比较进行方差齐性检验，若方差齐采用 t

检验，方差不齐则采用 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 2
检验。以 P

＜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1 临床效果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5.6%vs80.0%,P<0.05）。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5 19 7 10 9 80.0 

观察组 45 25 12 6 2 95.6a 

注：a，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改变比较 

治疗前两组间 BA 和 VA 血流速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两组 BA 和 VA 血流速度均明显升高，其观察

组升高更为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体见

表 2。

表 2  患者血流动力学改变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BA（cm/s） VA（左，cm/s） VA（右，cm/s） 

治疗前 40.87±5.67 30.46±6.24 31.65±5.82 对照组 45 

治疗后 43.35±3.37
c
 36.21±4.87

c
 37.14±6.27

c
 

治疗前 41.05±5.87
a
 30.78±5.89

a
 31.23±5.65

a
 观察组 45 

治疗后 46.82±7.28
bc
 40.32±7.63

bc
 41.90±5.63

bc
 

注：a，与对照组治疗前相比，P>0.05；b，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P<0.05；c，与同组治疗后相比，P<0.05。 

3  讨  论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导致的眩晕是后循环缺血的一种表

现，由于迷路动脉血流减少引起内耳缺血而出现眩晕症状
[4]
。

其主要机制为对于存在椎-基底动脉狭窄的患者在转头时对侧

动脉不能进行有效的代偿，而同时前循环的血流也未能够及时

通过交通支到达后循环系统来补偿，导致患者在转头时出现眩

晕症状。此外，血液粘稠度增大、椎间关节脱位、颈椎间盘突

出和枕骨大孔拉伸等均是导致患者出现VBI性眩晕的危险因素
[1]
。VBI 性眩晕患者脑部影像学检查通畅无明显改变，主要的

诊断手段是经颅多普勒超声（TCD）检测颅内动脉血流动力学。

必要时患者可行动态血管造影证实血管的狭窄程度。 

中医认为 VBI 性眩晕属于“眩晕”范畴，其主要病机为气

虚血瘀导致瘀阻脉络、气血不足、脉道不利、脑失所养而致病
[5]
。痰湿中阻性眩晕是引起眩晕的主要症候之一，约占 33.4%

[6]
。

本病乃本虚标实之证，以脏腑虚衰为本，痰浊瘀血为标。而本

研究中使用的温阳化痰方剂为半夏白术天麻汤，其中半夏化痰

燥湿、降逆止呕，天麻平肝熄风，白术健脾燥湿，茯苓健脾渗

湿，橘红化痰理气，甘草姜枣调和脾胃。诸药合用可以化痰熄

风、俾风息痰，使眩晕自愈。本研究中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5.6% vs 80.0%，P<0.05）；

治疗后两组 BA 和 VA 血流速度均明显升高，其观察组升高更为

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证实了温阳化痰法

治疗 VBI 性眩晕的确切疗效，与范学聪
[7]
的研究结果相似。 

综上所述，温阳化痰法治疗 VBI 性眩晕患者的临床效果显

著，可用于治疗后循环缺血的患者，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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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慢性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重症下肢缺血是血管外科治疗的难题,临床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外科手术、腔内手

术、腔内手术和介入手术结合的杂交手术、干细胞移植及中医中药治疗，以上各方面治疗均取得可喜的成绩，现综述如下。 

【关键词】重症肢体缺血；血管重建；中医外治  

【Abstract】Chronic lower limb arteriosclerosis occlusion syndrome caused by severe lower limb ischemia is the problem of 

vascular surgery, clinical treatment, including medication, surgery, cavity, cavity surgery and interventional surgery combined with hybrid 

surgery,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nd TCM treatment, the above all aspects of treatment are made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is presently as 

follows .

 

【Keywords】Severe limb ischemia; Vascular reconstruction; External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重症下肢缺血（critical limb ischemia，CLI）是静息

状态下受累肢体血供绝对不足所致的近乎肢体缺失的剧烈疼

痛，包括慢性缺血性静息痛、溃疡或坏疽。有关资料表明重症

肢体缺血患者的中期致残率与死亡率极高，其 1年后双下肢存

活占 50%，截肢占 25%，心血管死亡占 25%
[1]
。 

1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作为无创方式是贯穿始终的基础。研究表明由于

血管扩张药产生“窃血”效应，并不能增加运动肌肉的血流量，

目前，血管扩张药已经转向改变血管反应性，纠正微循环紊乱，

改善血流动力学状态[2]
。 

阿司匹林作为应用最广泛的抗血小板药物,同样应用于重

症肢体缺血患者的基础治疗。目前对于腹股沟下搭桥常规应用

阿司匹林，一个综合 5 个 RCT 的 Meta 分析包括 816 例腹股沟

下搭桥患者，随访中发现减少了 22%的移植物堵塞风险。有迹

象表明氯吡格雷对患有周围动脉疾病的患者有好的防止血管

事件的作用。研究表明西洛他唑可以提高间歇性跛行患者的行

走距离，并没有推荐应用于重症肢体缺血患者。阿昔单抗是Ｇ

ＰⅡｂ／Ⅲａ受体单克隆抗体，也是最早上市的Ⅱｂ／Ⅲａ受

体拮抗剂。阿昔单抗联合小剂量溶栓药治疗急性动脉血栓，总

有效率为 100％。长期应用阿司匹林和抵克立得，可阻抑动脉

粥样硬化病变的进展，应用抵克立得可提高自体静脉旁路术的

通畅率，但是抵克立得对静息痛、缺血性溃疡的效果如何尚待

研究。己酮可可碱可以降低血液黏滞度，增加红细胞的变形能

力，有效的改善微循环。1/3～1/2 伴跛行的动脉硬化闭塞症患

者应用该药后，静息痛减轻，行走距离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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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科手术方面 

手术搭桥是治疗长段动脉闭塞的首选方法,腹主动脉-双

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治疗 ASO 的 5 年和 10 年的通畅率分别

达到 80%和 72%
[3］
。股-腘动脉自体大隐静脉转流术的 5 年通畅

率可以达到 74%～76%，股-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的 5 年通畅

率也可达到 39%～52%
［4-7］

。下肢动脉旁路术是挽救肢体的重要

手段,临床通常选用自体大隐静脉作为旁路血管桥,特别是在

小腿的旁路手术中更具有远期通畅率高于人工血管的优点
[8]
。

罗涛等报道在没有合适自体静脉可用时，采用复合血管旁路移

植 2年通畅率达到 72%,保肢率 83%，提示在缺乏可用自体静脉

时,复合血管旁路术亦可达到较为满意疗效
[9]
。随着现代影像学

检查的进步，显微外科技术的发展，原位静脉移植术及短段静

脉旁路术的开展，针对CLI的积极手术处理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近年来采用连续动脉旁路移植术和足踝部血管重建术，明显提

高了救治率，远期疗效也逐渐得到提高。足踝部动脉血管重建

术在挽救下肢远端缺血方面日益引起重视，资料表明，这种下

肢末端旁路移植术占腹股沟以下动脉旁路移植的 20%左右。目

前人们不再消极地对待缺血远端肢体，而是对下肢远端动脉硬

化闭塞性病变积极进行足踝动脉旁路移植术，其适应症为：存

在截足或截小腿危险，严重静息痛，出现跟腱部缺血性溃疡，

以及局限于足前部或足跟部的坏疽。使缺血肢体得到充分的血

液灌注，改善患肢缺血，降低截肢率。 

3  腔内治疗方面 

CLI 患者动脉病变大多位于腹股沟以下，呈长节段、多平

面狭窄或闭塞，可能在胫腓或低于腘动脉血管。和血管重建相

比，腔内治疗的结果还不能满意。2009 年 Setacci 等报告的一

组 145 例腔内治疗的 TASC C/D 型病变，1年和 3年初次通畅率

分别为 70%和 34%，2 次干预通畅率分别为 74%和 43%，同期的

保肢率为 88%和 49%[10]
。随着介入技术的迅猛发展，介入机械

日新月异，长球囊的诞生，为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治疗注入了新

的活力。利用长球囊行内膜下血管成形术（subintimal 

angioplasty,SA）治疗粥样硬化导致的股腘动脉长段病变获得

较好的临床效果。有报道应用 SA 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近

期效果令人满意,成功率达到 86.7%,但是术后远期效果的评判

目前尚缺乏可信服的临床资料[11]。庄百溪等报道采用低截面

加长(10～12 cm)高压球囊(DEEP,INVATEC)行球囊血管成形术

治疗膝下动脉硬化闭塞症，术后患者的静息痛消失或明显缓

解、溃疡面积缩小甚至愈合,临床成功率92.2%
[12]

。 

4  杂交技术 

复合式手术(杂交技术)的优势在于利用腔内技术开通骼

动脉流入道和小腿动脉流出道，使经典的跨关节的序贯式旁路

术变为简单的单一平面的动脉旁路术。这种方法既可减少手术

创伤，又能提高手术疗效，将成为今后治疗多平面下肢动脉闭

塞症的主要方法。此外，部分旁路术后再闭塞者，及时应用腔

内技术也可使之再通。腔内治疗联合外科手术也已成为治疗多

节段动脉硬化闭塞症的重要手段[13-14]
。 

5  干细胞移植 

干细胞移植又称“分子搭桥”，在没有良好流出道的患者

中应用取得较好的效果。日本 Kansai 医科大学医师用自体骨

髓单个核细胞移植（直接腓肠肌内注射）治疗了 45 条缺血下

肢，其中 39 条下肢症状得到改善，30 条踝肱指数（ABI）的增

加幅度超过 0.1，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显示有明显的侧支

血管生成。谷涌泉等[15-17]
最早报告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下

肢缺血的临床研究，也获得了较好疗效，多数病人达到了避免

截肢或降低截肢平面的目的。黄平平等
[18]
和杨晓凤等

[19]
也先后

报告了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下肢缺血的临床研究，临床

效果很令人鼓舞。徐锦等应用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及合并糖尿病足的患者 15 例，移植后肢

体冷感、疼痛感差异明显(P<0.05)，总有效率达 80%
[20]

。 

6  中医药治疗 

现代医学认为，微循环是直接参与细胞、组织的物质、能

量、信息传递的血液、淋巴液、组织液的流动
[21]

。中医药能多

层次、多靶点改善微循环，保护血管内皮细胞（VEC）。CLI 属

中医的“脱疽”、“脉痹”范畴。《外科正宗•脱疽论第十八》云:

“夫脱疽者,外腐而内坏也。此因平昔厚味膏粱熏蒸脏腑,丹石

补药消烁肾水,房劳过度,气竭精伤……多致阳精煽惑,淫火猖

狂,其蕴蓄脏腑者,终成燥热火症。” 李令根等认为 CLI 多属于

热毒型,证属实证,采用下法治疗重症动脉硬化闭塞症取得良

好的疗效[22]
。奚九一教授认为,此病患者心脾肾已虚,水湿精微

运化失调,湿聚成痰,痰与血胶结,阻于脉道而成瘀；或痰湿郁

久化热、热灼血结而成瘀,故湿、热、瘀三邪为本病致瘀之主

因。尚德俊对临床辨证分型总结为:阴寒型、血瘀型、湿热下

注型和热毒炽盛型,此临床辨证分型能反映发病过程和临床分

期,比较切合实际 
[23]

。中药外治种类繁多，各种方法作用机理

不同，同内治法一样，外治法在应用过程中也应当注重辩证论

治。 

     综上所述，中西医在治疗重症肢体缺血领域中取得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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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成绩，由于重症肢体缺血往往伴有肢体的溃疡或坏疽，临

床上常常见到血管重建良好，而坏疽或溃疡不愈合的情况，应

用显微外科各种皮瓣技术修复重症肢体缺血创面鲜有报道，中

药外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简便快捷的治疗方法，有待于进一步

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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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时祥教授诊疗重症肌无力经验辑要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顽固性的难治性疾病,多数医家认为本病的发生与

“脾肾”密切相关,而基本病机是肺胃肝肾等脏腑精气受损,导致肢体筋脉

失养.因此本病多从虚论治,治疗以补益为主.况时祥教授治疗重症肌无力

重视其病因病机,以及诱发加重的外部因素,尤其强调近远期目标的树立和

不同的调治方法,他认为本病虽然以脾肾亏虚为主,但湿浊毒邪的化调应该

贯穿其中,久虚不甚补益,久病必而入络,在病情的演化过程中重视实邪的

调治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对于药物的特殊用法和特色药对的甄选也显示了

他遣方用药的特点.纵观本病,为内在脏腑病变和失调的结果,治疗上应该

三因制宜.他以脾肾双补、化浊解毒为法辨证施治,取得了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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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 38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ment of 38 cases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with 

comb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陈爱萍   王庆云 

（郑州市第十人民医院，河南  郑州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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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4 例患者随机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38

例和西医常规治疗对照组 36 例，观察两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血同型半胱氨酸含量比较。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81.5%，对照组总有效率 55.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急

性期在改善临床症状、降低血同型半胱氨酸含量、改善神经功能缺血等方面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脑卒中；中西医结合治疗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Methods: 7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mbined treatment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group (38 cases) 

and the routine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36 cases), TCM syndrome score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the neural function defect score, comparison, comparison of blood homocysteine levels. Results: treatment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81.5%, the comparison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55.5%, two group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improving the clinical symptoms, reduce blood homocysteine levels, improve ischemic neurological 

function i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Keywords】Cerebral infarction;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缺血性脑卒中又称脑梗死，具有发病急、致残率高的特点。

自 2008 年 6 月～2010 年 6 月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

脑卒中急性期患者，疗效满意，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选择 

74 例患者均符合 1995 年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

订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1]
中脑梗死诊断标准，并经

脑 CT 或 MRI 证实，中医诊断及辩证标准参照《中风病诊断疗

效评定标准》
[2]
，发病时间在 72 小时内。 

1.2 排除标准 

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②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③伴有

意识障碍，经证实合并有脑出血患者。④急性期行尿激酶溶栓

治疗者。⑤检查证明由脑肿瘤、脑外伤、脑寄生虫病、代谢障

碍性疾病、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及其它心脏病合并房颤引起

脑栓塞者。⑥合并其它心肺肝肾等重大疾病者。 

1.3 一般资料 

74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38 例，男 21 例，女 17

例，年龄 35～80 岁，平均年龄（56.6±11.3）岁；对照组 36

例，男 21 例，女 15 例，年龄 35～80 岁，平均年龄（56.9±

10.8）岁。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及病情等经统计学检验具有

可比性（P＞0.05）。 

2  治疗及观察方法 

2.1 对照组 

给予西医常规治疗，根据病情选择抗凝、降纤、抗血小板

聚集、调控血压血脂、防止脑水肿、改善脑循环等对症支持治

疗及早期康复治疗。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增高（＞15umol/L）者，

给予叶酸和 B 族维生素干预。 

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中药汤剂，根据中医辩证分

型，参考国家中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3]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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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痰上扰痰热腑实型（15 例），治法：化痰通腑，方用星蒌承

气汤。药用：胆南星 10g，全瓜蒌 10g，生大黄 6～10g，枳实

10g。腑气通后予以清热化痰、活血通络。药用：胆南星 10g，

全瓜蒌 10g，茯苓 10g，半夏 10 个，赤芍 10g，丹参 10g，鸡

血藤 30g 等药随症加减。气虚血瘀型（17 例），治法：益气活

血，化痰通络。方以补阳还五汤加减，药用生黄花 30g，当归

10g，赤芍 10g，桃仁 10g，红花 6g，川芎 15g，地龙 12g，太

子参 20g，鸡血藤 30g，木瓜 30g，桑枝 15g 等药物随症加减。

阴虚风动型（6例），治法：育阴熄风，方用养阴熄风汤，药用：

生地 15g，玄参 10g，麦冬 15g，生牡蛎 9g，白芍 15g，女贞子

15g，丹参 10g，牛膝 15g，天麻 10g，钩藤 15g 等药物随症加

减。中药煎剂每日 1剂，水煎 2次，共 400ml，早晚分服。 

2.3 观察指标  

疗程结束后进行临床疗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同型半胱

氨酸浓度测定。 

2.4 统计方法  

计数资料用 x 2
检验，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统计处理采用

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

2.5 疗效判断标准 

根据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标准
[1]
。

基本治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90%，病残程度 0 级；显

著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46%～89%，病残程度 1～3 级；

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8%～45%，病残程度无变化；无

变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或增加＜18%；恶化：神经功能

缺损评分增加＞18%。 

3  治疗结果 

3.1 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 81.5%，对照组总有效

率55.5%，两组比较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性别 例数 基本治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变化 恶化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8 9 12 10 7 0 81.5% 

对照组 36 5 9 6 14 2 55.5% 

3.2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治疗组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分， x ±s） 

性别 时间 例数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治疗前 38 12.51±6.16 治疗组 

治疗后 38 6.29±4.12※△ 

治疗前 36 11.94±4.48 对照组

治疗后 36 8.75±4.4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P＜0.05 

3.3 治疗前后血同型半胱氨酸含量比较 

表3示两组治疗前后血同型半胱氨酸均有改善（P＜0.05），但两组间治疗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血同型半胱氨酸比较（umol/L， x ±s） 

性别 时间 例数 同型半胱氨酸含量 

治疗前 38 25.9±7.12 治疗组 

治疗后 38 11.8±4.64
※
 

治疗前 36 26.4±5.76 对照组 

治疗后 36 12.6±4.67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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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急性脑梗死属中医中风范畴，又名“卒中”。多由忧思恼

怒，饮食不节，恣酒纵欲等因致阴阳失调，脏腑气偏，气血错

乱所致。遵循中医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原则，依据症状、舌

象、脉象，临床辩证以下列三型出现次数最多，即：①痰浊阻

滞型，此类风痰上扰，痰热腑实型。应用星蒌承气汤化痰通

腑，腑气通后，辨证予以清热化痰，活血通络等药物。②气虚

血瘀型，选以补阳还五汤加减补气和血通脉。③阴虚风动型，

选方以育        阴熄风汤养阴熄风。三型按中医理论进行辨证分析，

据证立法，依法组方探求本病辩证论治的规律，提高了治疗效

果，充分体现了中医学个体化治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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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频共振治疗突发性耳聋和神经性耳鸣临床观察 

The acoustic resonance in treatment of sudden deafness andnervous tinnitus 

clinical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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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764.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4)03-0087-02    证型：BIAD 

【摘  要】目的：观察声频共振在突发性耳聋和神经性耳鸣治疗中的作用。方法：收集治疗的突发性耳聋患者 120 例和神经

性耳鸣患者 248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辅助声频共振治疗，对照组不用声频共振治疗，观察两种方法的疗效是否相同。结果：

突聋治疗组的总有效率 91.67%，耳鸣治疗组总有效率 93.18%，与对照组 71.67%和 71.88%，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应用声频共振辅助治疗可提高突发性耳聋和神经性耳鸣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突发性耳聋；感应神经性耳鸣；声频共振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coustic resonance in sudden deafness and nervous tinnitus treatment. Methods: 120 cases of 

sudden deafness and 248 patients of nervous tinnitu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with acoustic 

resonance therapy,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acoustic resonance therapy, to observe whether the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two methods 

is the same or not. Results: sudden deafness treatment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91.67%, tinnitus treatment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93.18%,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71.67% and 71.88%,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acoustic resonance 

assisted with treatment can improv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sudden deafness and nervous tinnitus. 

【Keywords】Sudden deafness; Induction nervous tinnitus; Acoustic resonance 

突发性耳聋又称特发性耳聋，是一种突然发生、原因不明

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患者的听力通常在72h下降至最低点，

以单侧发病多见，偶有双耳同时或者先后受累者，可伴有耳鸣、

眩晕、恶心、呕吐及耳周麻木、耳内胀满感。而耳鸣则是一种

自发性内在噪音，患者可以感觉耳内或颅内有异样的声响，但

周围环境并无声源。突聋和神经性耳鸣是临床常见疾病和症

状，治疗上主要应用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抗凝、纤维溶栓

剂、营养神经药物、维生素、糖皮质激素等。近年来多结合高

压氧治疗。我科 2012 年 7 月～2013 年 8 月采用常规治疗辅以

声频共振治疗突发性耳聋 60 例，神经性耳鸣 124 例，疗效满

意，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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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0 例突聋患者均为本院住院病人，均为单耳发病，男 76

例，女 44 例；病程最短 1d,最长 1个月，平均 17.5d；年龄最

小 19 岁，最大 81 岁，平均 43 岁；听力损失最轻为 45db，最

重为 80db，平均为 62.5db。其中 7例伴有眩晕，恶心，呕吐。

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

248 例耳鸣的患者，共 260 只耳，均为笔者所在科室门诊病人。 

1.2 诊断标准 

按照中华医学会耳鼻喉科学分会中医耳鼻喉杂志编辑部

委员会制定的“突发性耳聋诊断依据和疗效分级[1]
标准诊断；

依据病史、耳镜检查、纯音测听、声导抗检查、全身检查，并

做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内听道 CT 检查，排除外耳、中耳及美

尼尔疾病、噪声性耳聋病变，听神经瘤和大前庭水管综合征。 

1.3 治疗方法 

13.1 突聋对照组患者 60 例，均给予葛根素 400mg 加入 5%葡萄

糖 250ml，胞二磷胆碱 0.75g，加入低分子右旋糖酐 500ml 中，

每日 1次静点。甲钴胺 500mg、全天麻胶囊 2.0、银杏叶片 19.2 

mg、维生素 B120 mg 口服，连续 15d。同时辅以高压氧治疗，

每日 1 次。耳鸣对照组患者 124 例（128 耳）给予上述口服药

物应用。 

1.3.2 突聋治疗组患者 60 例，耳鸣患者 124 例（132 耳），除

上述治疗方法外，辅以 CZT-8F 声频共振治疗仪（ 沈阳新堔医

用电子仪器公司制造）治疗，每次 25min,每日 1次，15 次/疗

程。具体方法：患者侧卧，患耳朝上，将负极板放于枕上贴脸

颊处压紧，患耳外耳道注入由维生素B110mg、维生素B120.5mg、

山莨菪碱 10mg（前 5次再加入地塞米松 5mg，耳鸣患者再加用

2%利多卡因 5ml）组成的混悬液适量，按压治疗仪 F处方按钮，

将发生器探头垂直插入患者外耳道并接触药液，缓慢调整输出

强度至患者耳部有规律的压迫感为宜，治疗过程中此感觉消失

可随时调整。 

1.4 疗效评价标准 

突聋参照文献[1]
标准 痊愈：0.25～4.0KHZ 各频率听阈恢

复正常或达到健耳水平或达此次患病前水平；显效:上述频率

平均提高 30db 以上；有效：上述频率平均听力提高 15～30db；

无效：上述频率听力改善不足 15db。 

耳鸣疗效判定 痊愈：自觉耳鸣完全消失；显效：自觉耳

鸣明显减轻，但在安静处或者夜晚仍有轻微耳鸣；有效：自觉

耳鸣减轻，不影响生活和工作；无效：耳鸣较治疗前无变化。 

2  结  果 

突聋两组治疗结果见表 1。 

表 1   突聋两组治疗疗效比较

组别 耳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60 22 26 7 5 91.67 

对照组 60 7 13 23 17 71.67 

经 x
2  

检验，
*
P＜0.01

耳鸣两组治疗效果  见表 2。 

表 2   耳鸣两组治疗疗效比较 

组别 耳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132 67 34 22 9 93.18 

对照组 128 19 26 47 36 71.88 

3  讨  论 

突发性耳聋和神经性耳鸣是耳科常见病，其发病率较高，

发病原因未明，发病机制也不十分清楚。主要有病毒感染学说

和内耳供血障碍学说
[2]
，其中以内耳供血障碍学说最为重要。

通常认为内耳供血、供氧及微循环障碍是导致突聋最常见的病

因。目前国内外对该病尚无特异性的治疗药物（方法），多根

据其分类进行病因治疗，血管扩张剂、神经营养剂、抗血栓形

成剂和纤维溶栓剂，糖皮质激素和高压氧治疗等。虽然取得了

一定疗效，但仍然存在着用时较长，费用较高、疗效不确定等

现象。突聋虽有自愈倾向，但决不能因此等待或放弃治疗。治

疗开始的时间和预后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尽一切可能争取早

期治疗[2]
。耳鸣的治疗从使用的信号分类看，目前的治疗技术

可分为 3 类
[3]
，但真正有效的技术仍为数甚少。声频共振是采

用电脑控制的超声波及中频电磁波所形成的叠加立体共振治

疗仪。它集声、频、热、电、磁、微细按摩、药物透入为一体，

作用于耳部，激发和激活耳蜗毛细胞，改善耳蜗及周围组织的

血液和淋巴液循环，提高组织的再生能力，促进听觉细胞及神

经功能的恢复，达到治疗耳鸣耳聋的目的。 

通过本组临床观察，突发性耳聋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1.67%，明显高于对照组；神经性耳鸣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3.18%，亦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两组中各自痊愈率比较经统

计学处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声频共振对突发性耳聋和

神经性耳鸣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有效治疗方

法，它给耳聋耳鸣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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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发于阴者为疽，为冷、为硬、为虚。再看清代叶天士的

《匾栾大全》中治疗噎膈反胃多用开痞温阳法，温补胃阳及温

阳化浊法。 

3 常用温阳法的应用 

恶性肿瘤病情极其复杂，可谓是寒热虚实夹杂并多连及气

血津液的病理改变，所以治疗亦是多法相兼。 

3.1 温阳兼解毒法 

除癌瘤症状外（以下各法均有癌瘤症状，以下不再阐述）

多见于素体虚寒或久病致寒者，又兼有热毒内聚，可多见形寒

肢冷，少气无力，大便溏薄，舌质暗淡，苔薄白，脉沉缓或沉

迟。治宜温补助阳兼以解毒。常用解毒药以温性为佳，如蟾皮、

蛇床子、土槿皮、雄黄等。其中蟾皮既能温散又是解毒之良品。

现代已有人从中提取抗癌的有效成分。 

3.2 温阳兼以化瘀法 

因恶性肿瘤细胞是由机体正常细胞转变而来，这种突变的

恶性生长与分化，导致了肿瘤细胞的增殖旺盛与凋亡受阻，有

此也阻止了血脉的运行，从而形成了血络的聚结成为淤血，此

多见瘤体疼痛，舌质暗或舌体有紫暗斑块，形体喜温畏寒，脉

沉迟。此治宜温阳散寒，通络化瘀。常用药物如桂枝、肉桂、

吴茱萸、附子、红花等。 

3.3 温阳兼以化痰法 

“阳化气，阴成形”阳虚气分功能失职，会使水湿聚而生

痰。痰湿阻滞血络即聚集结而成瘤，所以癌瘤肿大。又多转移

至淋巴，也多是阳气不足，化湿无能所成。可见不欲饮食，胃

脘胀满，舌苔白腻，脉弦或滑。常用药物可根据寒痰、湿痰的

不同而选取。寒痰多用天南星、姜半夏、白芥子等，热痰多选

用川贝母、浙贝母、瓜蒌等。 

3.4 温阳兼以软坚散结法 

恶性肿瘤的发展及转移，主要靠肿瘤内新生血管的生成所

致。如果阻断新生血管生成生长，即能使其组织缺血缺氧而后

肿瘤组织液化坏死。所以要达到破坏这种新生血管生长的方法

非常重要。软坚散结药正具备抑制这种肿瘤血管的作用。因为

此类药物多是咸味或是动物类，其中多含有硫酸多糖。硫酸多

糖又是主要破坏和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和发展的主要物质。例如

守宫、海藻、昆布、鳖甲、夏枯草等皆是含有硫酸多糖的软坚

散结药，近年来有人研究，从夏枯草、守宫中分离提取出具有

抗氧化与免疫功能作用的硫酸多糖，能明显的抑制肝癌细胞生

长，并且不影响正常细胞的存活与繁殖，所以运用软坚散结药

治疗恶性肿瘤，已成为当今医界极为重视的治疗方法之一。 

4 温阳法治癌瘤案例 

王某某，男，59 岁，河北省清河县农民，2011 年 7 月 22

日就诊。胃癌手术后恶心呕吐半月，2011 年 6 月 20 日做胃癌 

 

 

 

手术后，进行一次化疗后，昏迷 3天后恶心呕吐多次，大吐血

两次均有 1000ml，随之输血 400ml，于 7月 11 日出院。 

就诊时仍恶心时作，每日呕吐 2～3 次不能进食，食后即

欲吐，周身无力，明显消瘦，体重已 50kg，（平时病前体重 90kg）

行走必须人扶持，大便黑，日 1～2 次，便极少。舌质淡苔薄

白，脉沉迟。 

病机：中焦虚寒，癌毒内停。治则：温脾和胃，清解余毒 

处方：太子参 15g，白术 15g，云苓 15g，山药 20g，莲子

肉 20g， 砂仁 5g，枳壳 12g，木香 10g，吴茱萸 10g，香附 12g，

干姜 12g，白英 20g，半枝莲 30g。因服药极其困难，水煎后药

液灌肠，每日 3次，每次 100ml，连续灌肠六天。 

2011 年 7 月 30 日：以上方灌肠 6 天，恶心呕吐消失，已

能进食，但食量很少，再以上方水煎口服 10 剂。 

2011 年 8 月 12 日：服药后各症明显减轻，大便正常，以

前方继服。2012 年 8 月 13 日：患者来电说去年用以上中药 4

个月，各方面情况良好，饮食正常，体重已恢复病前，现已能

参加体力劳动，一切正常，所以再未作任何检查及治疗。 

按语：该患者是典型的胃癌手术及化疗治疗后中焦阳气亏

虚证，采用益胃气，助脾阳的参、术、姜、芋等药，而使中气

渐开，共用药 4个多月，而身体复原。也充分说明了助阳益气

健脾的重要作用。 

5 体  会 

①引用现代张三虎著《中医抗癌临证新识》中：“治疗一

位肾癌术后胸膜转移患者，疼痛难忍，至 2006 年 10 月已用温

阳散寒坚持治疗了三年多，不仅疼痛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且生

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也充分说明了阴冷沉寒在癌症发生发

展中的重要意义”（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1 月）即说明了温

阳散寒的必要性。 

②本文论述，可见因寒致癌和因癌致寒的必然性和多发

性，癌瘤初期阳虚寒盛者少，后期则多，实寒者少，虚寒者多。

所以治疗恶性肿瘤寒凉药的应用不可多。 

③辩阴寒时，应辩清实寒与虚寒的不同，虚寒多为整体阳

虚或素体阳虚，实寒多为寒凝积聚气血而成瘤体，所以治疗虚

寒多以温阳扶正为主，实寒瘤体则以温散化瘀为主。 

④恶性肿瘤虽然阳虚寒盛者多，但也不可忽视阳毒热盛的

方面或者是阳虚寒盛与阳热毒盛相兼者，例如上热下寒或上寒

下热者临证中也有出现。 

⑤温阳扶正法用之较多，虽然比较重要，但是也不能将温

阳药堆积一块应用，尚要辨清五脏六腑各自阳虚的不同，总之

要量体裁衣，有所针对。 

⑥应用温阳药的治疗中，一定要注意温热药伤阴的一方

面，以防顾此失彼，必要时可兼用养阴药，或者应用阴中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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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Combin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韩明姬 

（吉林省珲春市医院，吉林  珲春，133300） 

中图分类号：R5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4)03-0090-02    证型：DIBAG 

【摘  要】目的:挖掘，复习，研究，交流研治糖尿病足的体会经验。方法:本文中西医结合，采用西药胰岛素注射加中药验

方鸡蛋黄油外敷以及口服中医药汤剂自拟活血逐瘀通络汤加减三法联用辨证调治。结果：经中西医结合，三法联用治疗二十余例

糖尿病足患者均收满意疗效。结论：糖尿病足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病症，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三法联用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减少

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今介绍如下。 

【关键词】糖尿病足；中西医结合；临床经验；韩明姬 

【Abstract】Objective: To excavate, review, study, communicate the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n experience of diabetic foot. Methods: 

combin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western medicine injection of insulin plus the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egg butter and or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ulvis of activating blood stasis and relaxing vein decoction，the three methods 

combined with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Results: by mean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more than 

20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were received satisfactory effect by being treated with combining the three methods. Conclusion: the diabetic 

foot is a difficult to cure disease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ith three method combined 

can improve efficacy, shorte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reduce the pain and the economic burden of the patients. Now the introduction is as 

follows. 

【Keywords】Diabetic foot; Combin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linical experience 

糖尿病足溃疡与坏疽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重要原

因，是许多国家非外伤截肢的首位原因。西方国家中，5%～10%

的糖尿病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足溃疡，截肢率为 1%。糖尿病患者

的截肢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15 倍，糖尿病的足溃疡使患者生

活质量严重下降，而且治疗相当困难，治疗周期长，医疗费用

高。国内回顾性调查糖尿病足占住院糖尿病患者的 12.4%,截肢

率为 7.3%，近年来有增加趋势。处理糖尿病足病变的目标是预

防足溃疡的发生和避免截肢。 

1  病因病机 

现代医学认为糖尿病合并肢体坏疽是一种慢性进行性波

及大中小微血管病变的临床表现，主要由肢端缺血,神经病变，

感染，代谢紊乱及多种诱发因素所致。糖尿病足早在《内经》

中称“脱痈”，在宋朝朱瑞章《卫生家宝》中曾指出消渴病“足

膝发恶疮，至死不救”，说明该症预后不良。所以，该病相当

于中医学的“消渴病，脱疽”。中医学认为消渴病迁延日久，

在阴虚热结基础上出现气虚，或至气阴两虚，甚至阴阳两虚，

血脉瘀阻，肢体的络脉瘀滞，气血不能布达于四肢而致糖尿病

足之诸症。 

2  主要临床表现 

常见肢体末端，两足麻木疼痛，甚至发生肌肉萎缩，足部

畸形，皮色青紫，或凉或灼，或有肿痛。此时，若内生邪毒，

或外受湿热，热毒之邪侵袭，则可壅遏气血，导致肉腐血败，

伤筋动骨，逐成手足坏疽。 

3  病案举例 

患者甲，男，61 岁。口渴，多饮 6年，左下肢皮肤破溃一

个月余，既往糖尿病史 6年，间断口服降糖药（具体药名不详）。

双侧踝关节对称性肿大 3年，发现高血压偏高 2年。于 3年前

开始间断双下肢浮肿、麻木，肢端凉。于 1个月余前无明显诱

因左小腿皮肤破损，逐渐溃烂，流渗出血水脓状物。在当地卫

生院静点“先锋霉素”等治疗，病情未见好转而到我院就医。

查体：血压 146/86mmHg，神清语明，心肺腹未见异常。左小腿

外侧远端可见 1.5×1.5cm 大的伤口，创口深达皮下，双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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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肿大，双足毛细血管扩张，并紫绀，双下肢皮肤凉，弹性差，

双下肢轻度凹陷性水肿。体瘦、面暗，舌红暗，苔少，脉细数。

辅助检查：血常规正常，空腹血糖 7.8mmol/L，甘油三脂

3.3mmol/L，肾功能正常。临床诊断：消渴病脱疽，西医为 2

型糖尿病，糖尿病足，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高血压，脂代谢

紊乱。治疗方法：①西医药首选皮下注射门冬胰岛素 30R 控制

血糖，早注射 22 单位，晚注射 18 单位。②鸡蛋黄油日 3 次涂

于患处。鸡蛋黄油的制作及使用方法：将新鲜鸡蛋 10 枚煮熟，

取蛋黄放入不锈钢小锅中用文火焙，约半小时蛋黄呈半透明，

并用汤匙背慢慢挤压，见淡黄色澄清的蛋黄油流出，除渣即成。

放入清洁的瓶中备用。③中药汤剂：自拟活血逐瘀通络汤加减：

生地 15g，当归 15g，桃仁 10g，红花 10g，枸杞 30g，玄参 15g，

女贞子 15g，旱莲草 15g，丹参 15g，赤芍 15g，紫花地丁 25g，

黄芪 30g，蒲公英 30g，黄连 30g，甘草 10g。制服方法：一日

一剂，不用铜铁之物煎熬。先将其药加凉水适量，浸透约一小

时，用慢火煎熬两次。第一次加凉水适量（超过药一寸左右），

煎熬 40 分钟，剩药液 200ml（四两）；第二次加凉水适量煎熬

20 分钟，剩药液 100ml（二两）；将两次药液合在一起，均分

两次，空腹（早饭前半小时左右，晚饭后两小时左右）温服。

用药禁忌：烟，酒，白鲢鱼，海物，辣，鸭肉，鹅肉，生冷，

油腻，肥肉，甜食。注意事项：节房事，避风寒，勿怒愁，适

劳逸。二诊：服上药一周，痛麻减轻，肿胀渐消，余症同上。

按上方加川牛膝 15g，肉桂 5g，寄生 15g。三诊：七剂尽病情

好转，足肿渐消，稍有温感，脉沉弦，按上方连服半月，病情

大见好转，肿消色渐红，脓水无，麻痛凉痊愈，按上方连服一

月，其外敷蛋黄油以及注射胰岛素也相应减量。共经治疗两个

月糖尿病足治愈。 

4  小  结 

①糖尿病足，属于中医消渴并发痈疽范畴，因气虚血瘀，

脉络阻塞，毒热内壅所致。《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候》指出：“小

便利，则津液竭；津液竭，则经络涩；经络涩，则营卫不行；

营卫不行，则热气留滞，故成痈疽。”治宜滋阴活血，清热解

毒，逐瘀通络之法，故自拟活血逐瘀通络汤加减调治，其义取

方中生地，玄参，枸杞子，女贞子，旱莲草，黄芪益气滋阴；

当归，桃仁，红花，赤芍，丹参活血逐瘀通络，更以紫花地丁，

黄连，甘草，蒲公英清热解毒，止渴疗痈。②鸡蛋黄油含有丰

富的氨基酸，脂溶性维生素，微量元素，脂肪酸和生命之源的

生物活性物质。经局部涂抹补充患者体内营养，润滑解毒，收

敛，扩张末梢毛细血管，改善微循环，加快血流，疏经通络，

作用柔和，不伤正气。其中的生命活性物质具有类似皮质激素

的作用，能抗炎，抗渗出，稳定细胞膜，促进组织代谢，缓解

组织水肿，达到温经煦肤的目的。加之以调治胰岛素分泌失调

之麦冬胰岛素使其血糖平稳，故中西医药结合之三法合用其糖

尿病足得以治愈。其优点是疗程短，痛苦少，少花钱，损伤小，

减少截肢率。 

治疗前

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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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补阳还五汤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足的疗效。方法:将 42 例糖尿病足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22 例)和对照组组(20 例)均予相同的基础治疗,

治疗组加用加味补阳还五汤口服。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0.9％,对照组总

有效率 55％。结论:加味补阳还五汤治疗糖尿病足能明显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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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消毒饮内服外熏洗治疗湿热蕴结型粉刺

118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118 cases on the treatment of accumulation of damp 

heat type acne with five kinds of disinfection decoction oral and external 

fumigation  

何丽超  杨加美 

（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中医院，云南  大理，671600） 

中图分类号：RR758.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4)03-0092-02    证型：DIB 

【摘  要】目的：观察五味消毒饮内服外熏洗治疗湿热蕴结型粉刺的临床疗效，探索中医治疗学的新观念、新方法。方法：

将 236 例病例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采用五味消毒饮内服外熏洗，对照组采用五味消毒饮内服。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0.68%，

对照组总有效率 73.73%。结论：五味消毒饮内服外熏洗治疗湿热蕴结型粉刺能够显著增强临床疗效，疗效明显优于单独内服药物

治疗。 

【关键词】五味消毒饮；内服外熏洗；湿热蕴结型粉刺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of accumulation of damp heat type acne with five kinds of 

disinfection decoction oral and external fumigation, and explore new ideas, new methods of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236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reatment group used five kinds of disinfection decoction oral and external fumigatio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five kinds of disinfection decoction oral only. Results: treatment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was 90.68%, the control group total 

effectiveness was 73.73%. Conclusion: five kinds of disinfection decoction oral and external fumigation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accumulation of damp heat type acne, curative effect is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e single. 

【Keywords】Five kinds of disinfection decoction;Oral and external fumigation;Accumulation of damp heat type acne 

粉刺是一种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因典型皮

损能挤出白色半透明状粉汁，故称之粉刺。《医宗金鉴•外科心

法要诀•肺风粉刺》云：“此证由肺经血热而成，每发于面鼻，

起碎疙瘩，形如黍屑，色赤肿痛，破出白粉汁，日久皆成白。”
［1］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共治疗观察 236 例，均为宾川县中医院门诊患者。将 236

例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118 例，女 89 例，男 29 例；年龄最

小 14 岁，最大 41 岁，平均年龄 28 岁。对照组 118 例，女 79

例，男 39 例；年龄最小 12 岁，最大 42 岁，平均年龄 27 岁。

两组资料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

性。 

2  诊断标准 

2.1 根据《中医皮肤科常见病诊疗指南》
［2］

进行诊断。 

3  治疗方法 

3.1 五味消毒饮   

组成：金银花 15g，野菊花 10g，蒲公英 10g，紫花地丁

15g，黄芩 15g，连翘 15g，桑白皮 15g，当归 15g，川芎 15g，

赤芍 15g，地黄 15g，桃仁 12g，柴胡 15g，甘草 6g。 

3.2 煎服法   

一煎加冷水500ml浸泡20分钟，煎沸15分钟，取汁300ml；

二煎加冷水 400ml，煎沸 20 分钟，取汁 300ml，2 煎相混，每

次服 200ml，每日服 3次，每剂服 1日。 

3.3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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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上方内服，每日服 1剂，治疗 4周后观察疗效。 

3.4 治疗组   

上方一煎、二煎药汁混匀内服，服法同上。另取药渣加水

500ml 煎沸 30 分钟，取汁趁热熏蒸患处，待药汁温度 38℃左

右时用药汁清洗患处，每日 1次。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皮肤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
。治愈：皮肤损

害消退，自觉症状消失；好转：自觉症状明显减轻，皮损消退

30％以上；未愈：皮损及症状均无变化或消退不足 30％。 

4.2 治疗结果   

两组治愈率、总有效率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意义（P＜0.01），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18 66 41 11 90.68 

对照组 118 53 34 31 73.73 

与对照组比较，P＜0.01 

5 讨  论 

    粉刺多发于面部，以丘疹、脓疱、结节有时可挤出白色碎

米样粉汁为特征的一种皮肤病。粉刺的发生多由于腠理闭塞、

湿热内蕴。《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汗出见湿，乃生痤痱。……

劳汗当风，寒薄为鼓，郁乃痤。”
［4］

湿热蕴结型粉刺是因人体感

受湿热之邪，或偏嗜辛辣之品，多食鱼腥油腻肥甘之品，或酗

酒，使中焦运化失调，湿热内生而发病。症见颜面、胸背部皮

肤油腻，皮疹红肿疼痛，或有脓疱、结节，或伴口臭、便秘、

溺赤，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或见脓疱囊肿，病情缠绵，

皮疹此起彼伏等。
［5］

所以笔者拟清热除湿，凉血解毒为治法，

方选五味消毒饮清热解毒，消散疔疮。加黄芩清热燥湿解毒；

连翘、桑白皮入肺经，清泄肺热；当归、川芎、赤芍、地黄、

桃仁凉血散血、祛瘀生新；柴胡疏肝解郁，散郁热，甘草调和

诸药。全方配伍，共奏清热燥湿解毒、凉血消肿之功。 

    粉刺即现代医学之痤疮，是一种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

性皮肤病，多因皮脂腺分泌过旺，排除不畅，塞于毛孔；或过

食辛辣、煎燥及油腻食品而生湿热蕴于肌肤。祖国医学对外治

法的应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清代吴师机《理瀹骈文》曰：

“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

法耳。”中药熏洗疗法是中医外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到

之处是补充内服药之不足。本病通过温热药汁的熏蒸刺激皮肤

毛孔，使皮肤腠理开泄，加之药物直接作用于患病部位，促使

中药有效成分透皮吸收，发挥清热解毒、排脓消肿之功效，明

显提高了粉刺的治疗效果。 

观察结果表明：五味消毒饮内服外熏洗治疗湿热蕴结型粉

刺能够显著增强临床疗效，疗效明显优于单独内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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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消毒饮合生脉饮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疗效

观察 

  目的：观察五味消毒饮合生脉饮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疗效。方

法：对比单独常规西医综合治疗和常规西药综合治疗联合给予五味消毒饮

合生脉饮口服的效果。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P<0.05。结论：五味消毒饮合生脉饮能够提高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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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遗尿症 56 例分析 

Analysis of 56 Cases of Enuresi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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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医药治疗遗尿症的临床疗效。方法：56 例遗尿症患者，内服中药，针灸、推拿、刮痧，连续治疗三

个疗程。结果：56 例经三个疗程治疗后，痊愈 37 例，占 66.1%，疗效明显 12 例，占 21.4%，有效 3 例，占 5.3%，无效 4 例，占

7.1%，总有效率 92.9%。结论：口服中药，针灸、推拿、刮痧，疗效佳，值得推广。  

【关键词】遗尿；中医药治疗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enuresi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Fifty-six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Tuina and scraping, continuous treatment for three courses. 

Results: After three-week treatment, 37 cases were curative which accounted for 66.1%, 12 cases obviously effective for 21.4%, 3 cases 

effective for 5.3%, 4 cases failed for 7.1%,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2.9%. Conclusion: It achieves clinical efficacy to have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Tuina and scraping,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Enuresis;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遗尿是指三周岁以上的小儿睡眠中经常小便自遗，醒后方

觉的一种病症。遗尿《内经》中称为遗溺，《素问·宣明五气

篇》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显然，它泛指一切小

便失约，不禁自出之症。其病因有虚实二端，虚，主要指肾气

虚弱、下元虚冷和脾肺气虚，膀胱失约；实，主要为肝经湿热、

热迫膀胱。目前西医治疗遗尿症效果欠佳，中医治疗本病方法

多，疗效较好，临床报道较多，现将在 20 多年来临床治疗中，

运用中药、针灸、推拿、刮痧方法治疗遗尿 56 例，取得了满

意效果，分析如下：  

1 一般资料 

    本组 56 例中，男 35 例，女 21 例，3～10 岁 48 例，10 岁

以上 8例。病程 1年以内者 39 例，1～5年者 12 例，5年以上

者 5 例。平均每晚遗尿 1 次以上者 45 例，隔日遗尿 1 次以上

者 11 例，全部病例均排除器质性病变。 

2  内治法 

2.1 下焦虚寒者，治以温补肾阳、固涩小便，方选菟丝子丸（菟

丝子、肉苁蓉、牡蛎、制附子、五味子、鹿茸、鸡内金、桑螵

蛸、益智仁、乌药、山药）治疗，每日一剂，十日一个疗程。 

2.2 脾肺气虚者，治以益肺补脾、固涩小便，方选缩泉丸（山

药、乌药、益智仁）合桑螵蛸散（桑螵蛸、党参、茯苓、龙骨、

龟板、石菖蒲、远志、当归）治疗，每日一剂，十日一个疗程。 

3  外治法 

3.1 针灸疗法 

3.1.1 针刺夜尿点 (此穴在掌面小指第二指关节横纹中点处)，

每次留针 15 分钟，隔日一次，十日为一个疗程。 

3.1.2 下焦虚寒者，针刺命门、关元、肾俞、中极、百会、三

阴交，针刺加灸，每日一次，十日为一个疗程。 

3.1.3 脾肺气虚者，针刺列缺、肺俞、气海、足三里，针刺加

灸，每日一次，十日为一个疗程。 

3.2 推拿疗法 

3.2.1 补脾经 500～800 次，补肾经 500～800 次，补肺经 300

次，推三关 300 次，揉外劳 300 次，揉丹田 20 分钟，按百会

50 次，每日一次，十日为一个疗程。 

3.2.2 揉丹田 200 次，摩腹 20 分钟，揉龟尾 30 次，按揉三阴

交 200 次，横擦肾俞、八髎，以热为度，每日一次，十日一个

疗程。 

4  刮痧法 

4.1 肾气不足 

取穴：中极、关元、肾俞、膀胱俞、三阴交、神门 

刮拭顺序：先刮背部肾俞至膀胱俞，再刮腹部关元至中极，

然后刮前臂神门， 后刮下肢三阴交。 

刮拭方法：补法 

4.2 脾肺气虚 

取穴：气海、关元、太渊、足三里、三阴交 

刮拭顺序：先刮腹部气海至关元，再刮前臂太渊，然后刮

下肢内侧三阴交， 后刮下肢外侧足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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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拭方法：补法 

5 治疗效果 

   56 例经三个疗程治疗后，痊愈 37 例，占 66.1%，疗效明显

12 例，占 21.4%，有效 3 例，占 5.3%，无效 4 例，占 7.1%，

总有效率 92.9%。 

6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7 岁，遗尿七年，几乎每夜遗尿，冬季寒凉

之时尤甚，常一夜遗三四次， 平素体质差，易感冒，形体瘦

小，面色萎黄，爱出长气，纳少，溏便无味，舌质淡，脉弱， 

症属脾肺气虚遗尿，以上法治疗两个疗程痊愈，半年后随访无

复发。

患者乙，女，9 岁，遗尿 9 年，患儿睡中每晚遗尿二三次，

白天多动少静，性情急躁，神情恍惚，健忘，记忆力不集中，

夜寐深沉，不易唤醒，面色萎黄，形体瘦小，神疲乏力，肢凉

怕冷，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经查排除器质性病变。症属

下元虚寒，以上法治疗三个疗程痊愈，随访半年未复发。

7  体  会 

祖国医学认为尿液的生成与排泄,与气化、水道和膀胱有关。

五脏中肺为水之上源,脾居于中焦,主运化水湿,肾为水之下源,

三脏之气盛衰与否,直接影响尿液排泄的正常与否。遗尿的成因

与上述因素有关,但总以肺脾肾三脏之气虚阳虚,不能通调水道,

致膀胱不能约束尿液而遗。内蕴热邪或外感热邪,与脾湿相合,

湿热下注于膀胱,或感染蛲虫,内扰膀胱,也可导致本病发生,故

列为一型。无论何型遗尿,均与膀胱有关。肺脾肾肝等脏腑异常

皆可导致膀胱不约发生本病,但病位在膀胱。正如《内经》所云：

“膀胱不约为遗溺”。现代医家多认为本病有虚实为因,但临床

观察以虚证为多,湿热下注型虽不少见,但在遗尿病中,所占比例

尚小,并且其本多为虚证,仅临床表现标实而已。治疗时待其湿

热已祛,仍需健脾固本,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意。 

本病多为脏腑功能障碍，一般见效快、疗效好。口服中药，

针灸、推拿、按摩、治疗显效。体会:小儿遗尿一证，祖国医学

文献早有论述，如《内经》中所论对本论述有言简意赅的特点，

包括含义有二：一指排尿不能自控而遗尿之症，二指小儿睡中

遗尿，醒后方觉的病证。后人进一步发展了内经的理论，巢元

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把睡中不觉尿出单列一病，指出：“夫

人有于睡眠不觉尿出者，是其禀质阴气偏盛,阳气偏虚,则肾与

膀胱俱冷，不能温制于水，则小便多，或不禁而遗尿”。此外，

本病的调护也十分重要，必须予以重视。首先要耐心教育引导，

树立治疗信心，不斥责患儿，克服与消除各种顾虑和精神紧张。

其次，白天勿过度疲劳，适当游戏，傍晚后少饮水，临睡前排

空小便，使患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再次，要适时地在每次

遗尿之前唤醒患儿使其主动排尿，并坚持一段时间。最后，治

疗取效后应巩固治疗 1~2 月，以防复发。 

相似文献： 

原发性遗尿症的循证针灸治疗方案推荐
 目的:通过对遗尿症相关文献的整理,提炼出高质量的针灸治疗方

案，为临床医师提供科学的临床决策.方法:全面检索相关文献，遵循循证

医学分级标准从高到低筛选出同类干预措施中的证据等级较高、样本量较

大，且对照组为当前公认有效的治疗措施的治疗方案.并采用 RevMan5.0 统

计结局指标.结果:共纳入 15 篇文献，筛选出 3 种治疗方案,其中 2 篇为 B

级证据,1 篇为 C级证据。结论:针灸对原发性遗尿症具有疗效优势,若综合

治疗可达增效之功.但今后仍需设计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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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科洗液治疗肛周湿疹 38 例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38 cases with hemorrhoid lotion in treating perianal 

eczema

冀二锋   付继勇   焦 佩   九俊雷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医院，河南  驻马店，4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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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痔科洗液治疗肛周湿疹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76 例肛周湿疹患者按照随机、自愿原则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各 38 例。对照组给予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治疗，观察组采用自制的痔科洗液治疗，疗程均为 2 周。比较治疗后两

组间临床症状积分和临床效果。结果：两组间治疗前临床症状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56±1.72）分 vs （6.38±1.81）分，P

＞0.05，治疗后两组临床症状积分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下降更为明显（2.15±0.57）分 vs （3.67±0.85）分，P＜0.05；观

察组治疗后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4.7% vs 84.2%，P＜0.05）。结论：痔科洗液治疗肛周湿疹患者临

床效果明显，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痔科洗液；肛周湿疹；效果 

【Abstract】Objective: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reatment of hemorrhoid secco lotion for patients with perianal 

eczema.Methods 76 patients with perianal eczema were randomly and voluntar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38) and observation group 

(n=38).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and econazole cream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ome-made 

hemorrhoid secco lotion,the course was two weeks.The clinical symptom integral and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fore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clinical symptom integral（6.56±1.72）

score vs （6.38±1.81）score，P>0.05;while the clinical symptom integra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more（2.15±0.57）score vs （3.67±0.85）score，P<0.05.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94.7% vs 84.2%，P<0.05）.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reatment of hemorrhoid secco lotion for patients with perianal eczema is obvious and worth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Hemorrhoid lotion;Perianal eczema;Effects 

肛周湿疹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其实质是一种过敏性炎症

性疾病，临床表现主要为肛周皮肤潮红、瘙痒、粗糙，甚至出

现苔藓样变
[1]
。目前临床上治疗肛周湿疹的方法主要有针灸、

手术、药物口服、熏洗治疗等，其效果对于急性期湿疹较好，

但容易反复发作
[2]
。我院近年来对肛周湿疹患者使用自制的痔

科洗液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4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 76

例肛周湿疹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有典型的肛周湿疹临

床表现：肛门及周围瘙痒，肛周皮肤出现红斑、粗糙、渗出样

改变。排除妊娠及哺乳期妇女、合并严重的心肝肾疾病以及对

试验药物过敏者。将所有患者按照随机、自愿原则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各 38 例。对照组男 18 例，女 20 例；年龄 15～

65 岁，平均（41.8±8.3）岁；病程 1～12 个月。观察组男 16

例，女 20 例；年龄 16～64 岁，平均（42.4±8.6）岁；病程

1.5～12 个月。两组间性别、年龄、病程及病情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派瑞松）治疗，每

日早晚各 1次涂抹患处；观察组采用自制的痔科洗液（主要成

分为五倍子、乌梅、土茯苓、苦参、蛇床子及大黄等）治疗，

每日早晚各 1 次涂抹患处，疗程均为 2周。比较治疗后两组间

临床症状积分和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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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临床症状记分方法  

根据参考文献
[3]
中的方法进行判断。临床症状：0 分，无

瘙痒；1 分，偶有瘙痒但不影响正常的生活；2 分，阵发性瘙

痒且影响正常生活；3 分，剧烈瘙痒并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

皮疹面积：0分，无皮疹；1分，皮疹面积小于肛周面积的 1/4；

2 分，皮疹面积大于肛周面积的 1/4 但小于 1/2；3 分，皮疹面

积大于肛周面积的 1/2。皮疹形态：0分，无皮损；1分，有红

斑、水疱或丘疹；2 分，有渗出或糜烂；3 分，皮肤呈苔藓样

变。 

1.4 临床效果判断  

根据患者治疗治疗前后临床症状、体征以及临床症状积分

分值改善率来判断。临床症状积分分值改善率=（治疗前症状

积分分值-治疗后症状积分分值）/治疗前分值。痊愈：不适症

状消失且皮疹消退，症状积分减少≥90%；显效：临床症状减

轻且皮疹较前消退，症状积分减少≥70%；有效：症状部分缓

解，皮疹部分消退，症状积分减少≥50%；无效：临床症状无

明显改善甚至加重，症状积分减少＜50%。总有效率为（痊愈+

显效+有效）/总例数。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采用 SPSS 17.0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均数比较进行方差齐性检验，若方差齐采

用 t 检验，方差不齐则采用 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 2检验。

以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积分变化   

两组间治疗前临床症状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

组临床症状积分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下降更为明显，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积分变化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38 6.56±1.72 3.67±0.85 

观察组 38 6.38±1.81
a
 2.15±0.57

bc
 

注：a，与对照组治疗前相比，P＞0.05；b，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P＜0.05；

c，与观察组治疗前相比，P＜0.05。 

2.2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94.7% vs 84.2%，P＜0.05）。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积分变化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n） 显效（n） 有效（n） 无效（n）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8 10 11 11 6 84.2 

观察组 38 16 16 4 2 94.7 

x 2
值 7.577 

P 值 <0.05 

3 讨  论 

肛周湿疹初期多局限于肛门周围皮肤，如不及时治疗将会

导致皮疹范围扩大至阴囊及会阴部，出现糜烂、渗出及剧烈瘙

痒等，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甚至会引起全身感染
[4]
，

因此强调发病早期及时治疗。肛周湿疹好发于 ICU 病人，由于

长期卧床及免疫力下降等原因，局部皮肤未能保持清洁干燥，

尤其是夏季汗液分泌增多，更易导致肛周及会阴部大面积湿

疹。研究报道中医药在治疗肛周湿疹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药

外用可以使药力直达患处疏通腠理，而且使用方便、疗程短、

不良反应少[5]
。我院自制的痔科洗液由五倍子、乌梅、土茯苓、

苦参、蛇床子及大黄等组成。本方作用重在收敛，辅以清热、

燥湿、化瘀等。其中五倍子的主要有效成分是鞣酸，鞣酸有沉

淀蛋白质的作用, 皮肤溃疡面、黏膜与其接触后，组织蛋白质

即被凝固, 形成一层保护膜，起收敛作用, 同时小血管也被压

迫收缩，减少渗出．腺细胞的蛋白质被凝固引起分泌抑制, 使

黏膜干燥，神经末梢蛋白质的沉淀, 可呈微弱的局部麻醉现

象，缓解疼痛。张建军等[6]
的研究表明采用黄芩与五倍子配伍

外用治疗急性湿疹可以增强疗效。乌梅口服敛肺生津，外用具

有消肿作用。薛会才等
[7]
的研究发现乌梅汤化裁治疗肛周湿疹

可以明显提高治疗总有效率，并且复发率较低。大黄水煮液有

轻度促进微动脉恢复和减轻微动脉管径收缩程度的作用以及

局部微循环的恢复；苦参清热除湿，消肿止痒；蛇床子祛风除

湿，杀虫止痒。上药合用制成浓缩洗剂直接作用于病变部，易

被吸收而充分发挥作用，尤其对局部肿胀、水肿和疼痛等症, 

用痔科洗剂熏洗热敷可以使创面腠理疏通，气血通畅，可缩短

病程减轻疼痛。 

综上所述，痔科洗液治疗肛周湿疹患者临床效果明显，值

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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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湿热型慢性胃炎使用灭幽汤改善幽门螺杆菌 

感染的临床研究 
To study the Mieyou Decoction on improving the curative effect of spleen stomach damp heat type chronic gastriti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薛青理 

（河南省西陕县中医院，河南  西陕，4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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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灭幽汤改善脾胃湿热型慢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80 名脾胃湿热型伴幽门螺杆菌

感染慢性胃炎患者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中西药结合常规联合治疗，临床组采用灭幽汤加减进行治疗。两组在治疗四周后进行疗

效对比。结果：临床组中医证候积分及疗效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间证候疗效对比并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灭幽汤在充分杀灭胃内幽门螺杆菌、遏制幽门螺杆菌继续滋生、发挥根治作用的前提下，可有效改善脾胃湿热型慢性浅表

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症状，尤其在改善主症和中医证候效果突出。 

【关键词】脾胃湿热；慢性胃炎；幽门螺杆菌；灭幽汤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mieyou Decoction on improving the curative effect of spleen stomach damp heat type chronic 

gastriti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Methods: treatment for 80 patients with spleen stomach damp heat syndrome of chronic 

gastritis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in combination therapy, the clinical 

group with mieyou Decoction for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4 weeks. Results: the clinical 

syndrome integral effect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ut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yndromes (P > 0.05). Conclusion: Mieyou Decoction in the killing gastric Helicobacter pylori containing 

the breeding of Helicobacter pylori, playing the role of radica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pleen stomach damp heat syndrome of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symptoms, especially in improving the main symptoms and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the effect is prominent. 

【Keywords】Spleen stomach damp heat syndrome; Chronic gastritis; Helicobacter pylori; Mieyou Decoction 

在临床上，幽门螺杆菌（Hp）被明确证实其与慢性胃炎的

临床关联，且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慢性胃炎发生的主要诱因[1]
。

因此，有效干预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慢性胃炎得以恢复的重要前

提因素。我院开展了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专项研究，

以灭幽汤治疗脾胃湿热型幽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胃炎，疗效确

切，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80个病例均为我院2010年 6月～2012年 7月确

诊并收治的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其中男 46 人、女 34 人。年

龄在24～65岁间，平均（40.35±11.67）岁。按照胃黏膜炎症

轻重程度划分，21 人为轻度，45 人为中度，14 人重度。所

有患者均符合以下纳入标准：①幽门螺杆菌检测阳性；② 中

医辨证为脾胃湿热型胃络痛；③肝肾功能良好；④无消化道恶

变。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临床组与对照组，每组各40人。两组

年龄、性别、胃黏膜炎症程度等无显著差异，故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本组采用慢性胃炎常规治疗方案。①阿莫西

林，每次500mg，每日2 次，口服；②替硝唑，每次500mg，

每日2 次，口服；③丽珠得乐，每次饮 1包，每日 2次。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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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林、替硝唑及丽珠得乐联合应用。以上 2 周为 1 个疗

程，共治疗 2个疗程。 

1.2.2 临床组 

本组均采用中药组方灭幽汤加减进行治疗，其方剂组成

是：蒲公英 15g，黄芩、陈皮、白术、白芨、海螵蛸各 10g，

砂仁 6g，三七 3g。将上述药物以水煎煮后去渣取汁 300mL，患

者分早晚分服，每次服用 150mL，共计服药 4 周。两组完成治

疗后进行胃镜检查。需要注意的是，患者在参与受试过程中不

得服用针对慢性胃炎产生疗效的其他药物。 

1.3 疗效判定 

1.3.1 中医证候积分 

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相关标准，以半定量

等级计分法对中医证候计分[2]
，主症按无、轻、中、重 4 个程

度相应计分为 0、3、6、9，辅症按无、轻、中、重 4个程度相

应计分为 0、2、4、6。 

1.3.2 中医证候疗效判定 

①治愈，症状及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分降低在 90%

以上；②显效，症状及体征好转明显，证候积分降低在 70%以

上；③有效，症状及体征有所改善，证候积分降低在 30%以上；

④无效，症状及体征无改善或加重，证候积分降低不足 30%或

升高。 

1.3.3 西医疗效判定 

①治愈：幽门螺杆菌阴性，症状消失，炎性胃黏膜恢复正

常；②显效：幽门螺杆菌阴性，症状改善明显，炎性胃黏膜大

致正常；③有效：幽门螺杆菌转阴或强阳性弱化，症状减轻，

病变黏膜面积降至 1/3 以下，炎症缓解；④无效：幽门螺杆菌、

症状及黏膜病变程度无改善或加重。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获取数据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计量资料在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的同时用 x 2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两组数据对比采用 t检验，以 P＜0.05

判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中医证候积分对比，见表 1。

表 1   中医证候积分对比表

主症积分 辅症积分 总证候积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临床组 40 14.25±3.18 3.02±2.98
*
 9.85±2.12 3.20±3.52 24.52±4.56 6.02±5.52

*
 

对照组 40 15.33±3.24 6.44±4.86 9.67±2.26 2.98±2.69 24.66±4.71 9.15±6.19 

注：与对照组相比，
*
P＜0.05 

2.2 证候疗效分级对比，见表 2。 

表 2   证候疗效对比表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临床组 40 17 13 4 6 85.0* 

对照组 40 10 6 16 8 80.0 

注：与对照组相比，
*
P＞0.05 

2.3 疾病疗效对比，见表 3。 

表 3   疾病疗效对比表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临床组 40 14 16 5 5 87.5 

对照组 40 9 10 8 13 67.5 

3 讨  论 

在临床上，幽门螺杆菌阳性者占脾胃湿热型证候患者的

大比重，湿热内蕴为本病的病机。黄芩清热燥湿降逆，蒲公英

清热泻火，二药配伍黄连可在清热燥湿的同时免伤胃气，故共

为君药。白术、陈皮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益气而行气，且

可制黄连、蒲公英苦寒，与和胃醒脾的砂仁配伍共为臣药。三

七化瘀、白芨敛疮生肌、海螵蛸制酸止血，三药合用可清湿热、

散气滞，恢复脾胃运化，共为佐药。诸药合用，共奏清热祛湿、

益气健脾、制酸生肌之功。中药现代研究表明，灭幽汤可有效

杀灭幽门螺杆菌，抑制胃酸分泌，改善胃黏膜微循环，修复受

损胃黏膜，优化胃内酸碱度环境， 终可有效抑制幽门螺杆菌

滋生[3]
。本次研究显示，灭幽汤能有效改善脾胃湿热型慢性浅

表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症状，尤其在改善主症和中医证候效

果突出。由此可知，灭幽汤其疗效在有效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前

提下，主要体现在改善症状效果突出上，值得在临床上应用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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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习惯的改变，肥胖的人群不断增多，人们对减肥和降脂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荷叶是常见的清热中药，其主要活性成分是生物碱和黄酮类，荷叶的现代研究有减肥、降血脂的功效，所以近些年来荷叶不断受

到肥胖人群的推崇。荷叶的临床应用较多的是以复方的形式用于减肥降脂，已有的复方有：降脂中药煎剂、荷叶合剂、荷叶水煎

剂、降脂一号胶囊等，主要用于防治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及高脂血症。近些年以来，以荷叶为主要成分的减肥降脂制品应用越

来越广泛，已有各种以荷叶为主要成分的减肥降脂制剂上市，主要有：荷丹片、血脂宁、脂脉康胶囊、通脉降脂片等。主要用于

减肥及冠心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临床应用证明，肥胖的人群经常食用荷叶，减肥效果明显。

本文就以荷叶的减肥降脂作用的现代研究情况作简要综述。 

【关键词】荷叶；减肥；降血脂；生物碱 

【Abstract】Alo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changes in diet, obesity population increasing, the demand for 

reducing weight and fat is also more and more big. The leaves are heat clearing herbs in common, the main active ingredients are alkaloids 

and flavonoids of lotus leaf, the modern study of weight loss, reducing blood fat, respected so in recent years, lotus has been obese people. 

Lotus leaf clinical application is more compound form for reducing weight and fat, the existing: Jiangzhi Deco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lotus leaf, lotus leaf decoction, lipid-lowering mixture, capsule, mainly used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therosclerosis and hyperlipidemia. In recent years, with lotus leaf 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lipid-lowering diet 

products more and more widely, there are various with lotus leaf 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diet of lipid-lowering agents listed, mainly 

has: Hedan tablet, blood lipid, Ning Zhimaikang capsules, Tongmai Jiangzhi tablets. Mainly used for prevention of weight los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diabetes,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ved, obese people often 

edible lotus leaf, the weight reducing effect is obvious.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lotus leaf effect reducing weight and fat were 

reviewed. 

【Keywords】Lotus leaf; Weight loss; Reducing blood lipid; Alkaloid 

荷叶为睡莲科莲属植物莲的干燥叶，性辛凉，味略带苦涩、

微咸。荷叶含有莲碱、原荷叶碱和荷叶碱等多种生物碱及黄酮

类物质、维生素、多糖等成分。有清暑利湿、升发清阳、清心

去热、凉血止血利水等功效。据古医书《本草丛新》记载，荷

叶“升散消耗，虚者禁之”。《证治要诀》中说:“荷叶服之，

令人瘦劣。”可见荷叶在古代就被发现有减肥之功效。现代研

究表明，荷叶中的活性成分生物碱也有降血脂、减肥作用，所

以很多减肥、降脂、祛痘产品中都含有荷叶。 

1  降脂作用 

1.1 动物实验   

涂长春等[1]
采用肥胖高脂血症大鼠模型，观察荷叶生物总

碱对大鼠体重、体脂及血脂的影响，发现荷叶生物总碱明显抑

制肥胖大鼠的体重增长，影响其肥胖程度且可使肥胖高脂血症

大鼠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及动脉粥样硬化指

数（AI）下降，而且在发挥减肥作用的同时，动物活动正常，

无明显腹泻和抑制食欲的现象发生。但荷叶生物总碱减肥降脂

药理效应缓慢，给药 3周后才出现较明显的药理作用。杜力军

等[2]
以急性高脂血症小鼠为整体模型观察荷叶生物碱对 TC 及

TG 的影响，结果表明，荷叶的生物碱部分对急性高脂血症小鼠

的 TG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许腊英等
[3]
以荷叶提取物中的生物碱

为指标，通过对小白鼠的喂养试验，亦证明其具有降脂作用。

赵骏等
[4]
利用醇提取生物碱，酸水提取荷叶生物碱盐，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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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II 型糖尿病大鼠模型进行降血脂试验，以血清甘油三酯和

胆固醇为指标，比较其降血脂作用的差异，结果表明，荷叶生

物碱盐组的降血脂作用强于荷叶生物碱组。因此开发荷叶生物

碱类降脂药具有深远的意义。 

1.2 人体试验   

关章顺等
[5]
用荷叶水提取物制作的胶囊，进行了对人体高

脂血症的降脂效果观察。研究结果显示，荷叶水提物对人体高

脂血症有显著的降脂作用，治疗后血清 TC、TG、LDL-C 的平均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而 HDL-C 明显升高。结果还显示，用荷

叶水提物治疗后的 TC、TG 比值明显上升，LDL-C、HDL-C 比值

明显降低。提示荷叶水提物降 TG 的功效较降 TC 的更强，而且

有较好的升高 HDL-C 的作用。同时治疗后血脂各项指标均降至

合格范围的达 58.07%，提示荷叶水提物对人体上述各项血脂有

综合影响，具有较好的调脂效果。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荷叶

是一种有开发前景的药用植物。 

2  减肥作用 

荷叶中的荷叶碱含有多种有效的化脂生物碱，能有效分解

体内的脂肪，并且强劲排出体外。荷叶碱能强悍的密布在人体

肠壁上，形成一层脂肪隔离膜，阻止脂肪吸收，防止脂肪堆积，

其具有较强的油脂排斥功效，从而让你对荤腥油腻的食物渐渐

产生反感。所以具有优秀的减肥功效及卓越的降脂作用。 

2.1 促进肠道蠕动，排出体内毒素 

荷叶里含有大量纤维，可以促使大肠蠕动，有助排便从而

可以清除毒素。荷叶比一般高纤食物更有利便的效果，直接解

决了便秘的烦恼，因此隆起的小腹就会慢慢地变得平坦，达到

减肥的效果。 

2.2 排水利尿，健康消脂 

荷叶中的芳香族化合物能有效溶解脂肪，化浊去腻防止脂

肪积滞体内；维生素 B1、C 能促进胃液分泌，有助消化与消脂。

对于气滞型肥胖，更能起到双重瘦身效果。同时还有极佳的利

水功效，久坐少动的上班族、容易水肿、脾虚、气虚的人们，

就要多喝荷叶，当体内多余的脂肪和潴留电解液被排出，人自

然就会变瘦了。 

2.3 实验研究   

单味荷叶治疗肥胖病已被历代医家证实，临床上广泛用于

治疗阳虚肥胖症、单纯性肥胖或肥胖高血脂症患者，并有显著

的疗效。为观察荷叶生物总碱是否具有减肥作用，涂长春等[1]

以荷叶生物总碱为指标，考察该类物质对肥胖高脂血症大鼠的

血脂和体重的影响。结果表明，荷叶生物总碱 2.14～10.7mg•

kg-1 均可降低肥胖大鼠的 TC、TG，显著抑制肥胖大鼠的体重

增长，影响其肥胖程度。且存在剂量依赖性，但对 HDL-C 作用

不显著。朱晓青等
[6]
比较了粗提荷叶生物碱和奥利司他对胰脂

肪酶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1mg•mL-1 奥利司他对脂肪酶的抑

制作用达到 71.58%，1mg•mL- 1 提取的荷叶生物碱对脂肪酶的

抑制作用为 15.72%，并初步得出了荷叶生物碱减肥的作用机

制，为荷叶生物碱作为减肥药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3  临床应用 

关章顺等
[5]
制作的荷叶水提物胶囊用于 62 例高脂血症患

者进行对照治疗。结果，荷叶组治疗后血清 TC、TG、LDL-C 水

平显著下降，HDL-C 显著升高，与治疗前有显著差异(P<0.01)；

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清 TC、TG、LDL-C 和 HDL-C 水平无显著差异

(P>0.05)，且治疗后的血脂水平显著高于治疗组(P<0.01)。得

出结论，荷叶水提物对人体具较好的调脂作用，且未发现毒副

作用。 

杨浔光等
[7]
用荷丹片治疗 39 例高脂血症患者，并与辛伐他

汀治疗的 39 例进行比较。结果，荷丹片组显效 22 例，有效 14

例，无效 3例，总有效率为 92.3%；辛伐他汀组显效 23 例，有

效 12 例，无效 4例，总有效率为 89.7%。两组疗效接近，且基

础疾病得到改善，但荷丹片组降低 TG、升高 HDL 作用优于辛伐

他汀。 

4  影响荷叶中生物碱含量的因素 

了解了荷叶生物碱的含量对提高荷叶药用价值以及更好

的开发和利用荷叶资源有着重要意义。许腊英等
[8]
研究发现：

湖北地区 7月份荷叶所含生物碱含量最高，药力雄厚，最适宜

采集，符合叶类药材采集的一般规律。而莲藕成熟后的荷叶中

未检测出生物碱。赵骏等
[9]
研究不同时间和不同产地荷叶生物

碱的含量差异时发现：不同荷叶产区同期的生物碱含量存在差

异，浙江 8月份所产荷叶的生物碱含量最高。由此可见，同一

产区的不同月份、不同产区的同一月份的荷叶生物碱的含量都

存在着差异，荷叶生物碱的含量可能与品种、气候、土壤、栽

培管理等因素有关。所以适时地采收荷叶也是保证荷叶功效的

方法之一 。   

5  讨 论 

综上所述，荷叶具有较好的降脂减肥作用，其活性物质主

要为荷叶生物碱。我国的荷叶资源相当的丰富，但被利用程度

却很低，到目前为止，大多市售制剂都是以荷叶原料入药或以

复方制剂制成中成药，对其中的主要有效物质荷叶生物碱的分

离提纯、各单体的药理作用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关于

荷叶生物碱的毒副反应还未见报道。因此，尚需对单体荷叶生

物碱的药理学、药效学、长期毒性和不良反应的毒理学等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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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为荷叶生物碱单体制剂的研发奠定基础。为更早的服

务于临床患者提供科学依据。 

6  结 论 

我国对荷叶的进一步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规模，尤其在降

脂减肥方面的研究进展更是取得了一定成绩。对于荷叶中具有

减肥降脂功效的生物碱应再进一步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

上，找出其治疗作用的单体，完善各种临床数据，推进临床应

用进展，更加确切掌握药物的安全性、疗效、稳定性等多方面

因素，更快的应用到临床，为众多患者服务，解除病痛。为我

国中医药在现代应用中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促进

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发扬我国传统中医药事业的优良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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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东治疗肝病经验总结之护脾与利胆的重要性 

The experience summary of the treatment of liver diseases by Li Rundong—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spleen and cholag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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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导师李润东从事教学、临床工作 30 余年，经验丰富，善于治疗各种内科疑难杂症，尤擅肝炎的治疗，对其病因病

机见解独到，辨证用药颇具特色，不仅将护脾贯穿始终，并重视利胆。 

【关键词】李润东；治疗肝病；经验总结；护脾；利胆 

【Abstract】The tutor Li Rundong has been engaged in teaching, clinical work for more than 30 years ,who is experienced and is 

good at medical treatment of various incurable diseases, especially good treatment of hepatitis. He has insightful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and has distinctive dialectical medication which will not only protect the spleen,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cholagogue. 

【Keywords】Li Rundong; The treatment of liver spleen and gall; Experience summary ; Protecting the spleen ; Cholagogue 

导师李润东从事教学、临床工作 30 余年，经验丰富，善

于治疗各种内科疑难杂症，尤擅肝炎的治疗，对其病因病机

见解独到，辨证用药颇具特色，不仅将护脾贯穿始终，并重

视利胆。 

1 护脾贯穿于肝炎治疗的始终 

众所周知，肝主疏泄，脾主运化; 肝主藏血，脾主统血又

为气血生化之源，故肝脾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疏泄、运化及

血液的生成、运行方面。因而肝脾两脏的生理功能与病理特点，

决定了肝脾两脏在功能发挥及疾病产生方面均密切相关、互相

影响。《金匮要略》云: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体现了五行学说中二者的关系以及在临床中未病先防的思想。

“夫肝属木，乃生气所寓，为藏血之地，其性刚介，而喜条达，

必须水以涵之，土以培之，然后得遂其生长之意。”意即治肝

补脾之意。李老认为，肝病，诸如慢乙肝更易由湿热之邪所致，

病变早期多以湿热蕴遏脾胃为先，继而湿热熏蒸肝胆而成“肝

脾共病”，肝失疏泄、脾失健运而形成以肝郁脾虚证为主的虚

实夹杂证，表现以胸胁胀痛、腹胀、便溏等为主症的证候，均

为肝脾不和之征。李老根据肝脾相关理论，结合 30 余年的临

床经验，提出治疗肝病要“肝脾同治”的思想观点，将护脾贯

穿于肝炎治疗的始终。 

患者刘某，男，36 岁，2012 年 10 月 30 日就诊。患乙型

肝炎 5 年余，曾在本院住院治疗 3 次，肝功反复异常：ALT 波

动在 60～70 单位之间，r-GT 波动在 80～200 单位，有时胆红

素偏高，近一年来病情加重，明显神疲乏力，食少纳呆，腹

胀痞满，便溏不爽，面色萎黄，失眠多梦，可见肝掌，B超示：

门静脉宽1.4cm，脾厚5．8cm；肝功Bil 27um／1，ALT 90U/L， 

GGT 130 单位，A/G 36/45，辨证为肝郁脾虚型。治以疏肝健脾，

清热解毒。予肝脾同治方：柴胡、郁金各 10g，败酱草、茵陈

各 15g，栀子 10g，丹参 15g，丹皮、赤芍各 10g，白术 12g，

党参 15g；黄芪 12g,山药 20g。服药 15 剂后，肝功基本恢复正

常。再予 20 余剂巩固疗效，至今病情稳定，胜任日常工作。 

2 治疗肝病重视利胆 

肝属右胁，胆附其间，其经脉属肝络胆，互为表里。二者

生理相通，病理相关，临床上，多因邪毒侵害，正气亏虚，致

肝之疏泄失职，由此累及胆腑，以致肝胆同病，表现为慢性肝

炎患者的肝功反复波动，难以控制，临床症状较难改善。据此，

李老提出治疗肝病要“肝胆同治”的思想观点，强调利胆的重

要性，在临床治疗上无论肝病患者有无黄疸，皆加用利胆药物。

李老师认为肝病利胆不仅可以退黄，还可以保肝、改善消化道

症状；无黄时亦应利胆。 

①利胆可以退黄。这是毋庸置疑的。慢性肝炎患者，临床

常伴有黄疸，黄疸为湿病，其治疗方法以利胆除湿为主。阳黄

者佐以寒凉清热，应用茵陈蒿汤加板蓝根、大青叶、黄芩、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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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英等；阴黄者则佐以温阳散寒，应用茵陈术附汤或茵陈理苓

汤等。 

②利胆即可以保肝。治疗慢性肝炎时，先疏利胆腑，通达

胆气、或先疏利后培补、或疏利培补二者并施，从而达到保肝

的目的。在此意义上说，利胆即可以保肝。 

③利胆可以改善消化道症状。慢性肝炎患者常伴有一些消

化道症状，比如食欲不振、恶心厌油、脘腹痞闷、腹胀便溏、

倦怠乏力等。导师认为，产生上述症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肝

病及胆，胆腑失调。抓住疏利胆腑、通达胆气这一关键，以上

问题即可以迎刃而解。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利胆药物可促进

肝细胞分泌胆汁，促进胃肠蠕动，故可改善慢性肝炎的消化道

症状。 

④无黄亦应利胆。李老强调患慢性肝炎时，即使患者不出

现黄疸，亦应该注重利胆，此时利胆可以调整胆腑功能，改善

及消除肝胆同病所造成的胆腑病理状态，疏利胆汁排泄退黄，

溶解和改善肝脏因胆汁排泄不畅带来的负担及压力，对调整肝

脏疏泄功能并使之恢复常态大有裨益。并对消除或改善肝脏的

病理状态及稳定肝功起到积极作用，盖胆属少阳,少阳为枢，

枢司开合，疏利胆腑，可拨转枢机，使开合自如；通达胆气，

可升清降浊，使健运不息，由此可常收到一气流行，阳秘阴平

的功效。患者李某，女，47 岁。肝功反复异常，ALT 波动在 50～

80 之间，胆红素正常，临床症状不明显，查无乙肝、丙肝、自

免肝等，B超检查肝胆脾皆正常，予以肝苏片等保肝药物治疗，

效不显。予以退黄药物如熊去氧胆酸口服半月后恢复正常。由

此可见利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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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健脾方对 HBeAg 阳性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免疫调

节作用

目的：评价补肾健脾方对 HBeAg 阳性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清细胞因子

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方法。400 例

HBeAg 阳性乙肝病毒携带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给予补肾健脾

方、安慰剂治疗 52 周。观察治疗前后血清细胞因子 IL-2、IL-4、IL-10、

IFN-γ、TNF-α水平及 HBV DNA 载量的变化。结果：治疗 52 周后，补肾健

脾方组患者的血清细胞因子IL-2和IFN-γ显著上升，TNF-α、IL-4和IL-10

则明显下降（P<0.01）；治疗前后的各细胞因子差值比较，均优于安慰剂对

照组（P<0.01）；而血清 HBV DNA 载量较基线下降>1 log10,>2 log10,>3 

log10 比例均显著高于安慰剂对照组（P<0.01）。结论：补肾健脾方通过调

节 Th1/Th2 型细胞因子水平，打破 HBV 感染的免疫耐受状态，实现对 HBV

复制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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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霞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经验

目的:总结赵文霞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经验。方法:通

过跟师学习,整理赵文霞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医案、医论,总结

其对该病病机和治疗方法认识。结果:赵教授认为本病本虚标实，以脾气虚

为主，痰湿、郁热、血瘀交织致病.治疗应衷中参西、中药、针灸、调整饮

食、适量运动相结合。结论:赵文霞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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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初发肥胖患者应用温阳益气活血方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f type 2 diabetes in obese patients with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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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 2 型糖尿病初发肥胖患者应用温阳益气活血方的临床疗效。方法：参照组应用饮食运动调节的基础上

口服二甲双胍，临床组在参照组基础上应用温阳益气活血方进行治疗。比照两组糖脂代谢及胰岛素代谢优化情况。结果：临床组

总有效率为 91.67%，显著高于参照组的 60.42%。两组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较治疗前改善显著，临床组下降幅

度显著好于参照组。两组空腹胰岛素及胰岛素抵抗指数较治疗前改善显著，临床组下降幅度显著好于参照组。两组总胆固醇及甘

油三酯较治疗前改善显著，临床组下降幅度显著好于参照组。临床组低密度脂蛋白及高密度脂蛋白较治疗前改善显著。结论：2

型糖尿病初发肥胖患者应用温阳益气活血方疗效确切。 

【关键词】2型糖尿病；肥胖；温阳益气活血方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ype 2 diabetes in obese patients with primary Wenyang Yiqi Huoxue 

recipe. Method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et and exercise control group oral metformin, were treated by Warming Yang and 

invigorat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in the reference group on the basis of clinical group.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of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and insulin metabolism optimization. Results: the clinical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1.6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of 60.42%. Two groups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2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befor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dex two groups of fasting insulin and insulin resistance, clinical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Two groups of total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befor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Clinical group of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an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than before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nclusion: type 2 diabetes onset obesity patients with Wenyang Yiqi Huoxue exact 

application. 

【Keywords】Type 2 diabetes; Obesity; Warming Yang and invigorat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在临床上，2型糖尿病与肥胖呈显著正相关，80%的 2 型糖

尿病患者其 BMI 指数偏高[1]
。祖国医学认为糖尿病本为阴虚、

标为燥热，故应以扶正补虚为要则
[2]
。行健脾益肾、条达枢机、

通阳化气为原则辅以活血化瘀之法方可奏效。我院近年来应用

温阳益气活血方即遵照此原则治疗初发肥胖 2 型糖尿病，疗效

确切，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纳入患者均为我院 2011 年 4 月～2013 年 1 月新

确诊的2型糖尿病肥胖患者，合计96人。其中男41人、女55

人。患者的年龄在 43～64 岁之间，平均 （57.3±8.1 ）

岁。病程在 2～11 年之间，平均（ 6.29±3.4） 年。所有患

者空腹血糖在15mmol/L以下，体质指数（BMI）区间为28～

35。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临床组和参照组，每组 48 人。两组

性别、年龄、病程、体质指数等比较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

性。 

1.2 研究方法 

1.2.1 参照组 
本组进行饮食运动调节，并应用二甲双胍，单次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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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mg，日 3次，服药 8周。 

1.2.2 临床组 

本组在参照组基础上应用温阳益气活血方。其方剂组成

是：丹参 20g，茯苓、赤芍、枳壳、白术、山茱萸各 15g，人

参、制附子（先煎）、炙甘草各 10g，柴胡、桂枝、干姜各 8g。

将上述药物煎煮后去渣取汁，患者每日服 1剂，分早晚 2 次分

服。比较治疗前后血糖、血脂、胰岛素水平，并观察胰岛素抵

抗缓解情况。 

1.3 疗效判定 

①显效：症状及体征缓解明显，证候积分削弱幅度在 70%

以上；血糖水平正常或降低幅度在 40%以上，糖化血红蛋白低

于 6.2%或降低幅度在 30%以上；②有效：症状及体征有所缓解，

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削弱幅度在 30%以上；血糖水平降低幅度

在 20%以上，糖化血红蛋白降低幅度在 10%以上但未低于 6.2%；

③无效：症状及体征无缓解或加重，证候积分削弱小于 30%；

血糖水平未下降或降低幅度小于 20%。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应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与计数资料均实施卡方检验，数据

对比实施 t检验，P＜0.05 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疗效对比 

临床组总有效率为 91.67%，显著高于参照组的 60.42%（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临床组 32 12 4 91.67
*
 

参照组 

48 

11 18 19 60.42 

注：与参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糖代谢及胰岛素代谢优化对比：两组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较治疗前改善显著（P＜0.05），临床组

下降幅度显著好于参照组（P＜0.05）。同时，两组空腹胰岛素

及胰岛素抵抗指数较治疗前改善显著（P＜0.05），临床组下降

幅度显著好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血糖、胰岛素及胰岛素抵抗对比

类目 临床组 参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FPG（mmol/L） 10.26±3.15 6.23±1.20
*#
 10.15±2.66 8.74±1.51

*
 

P2hBG（mmol/L） 2.09±3.81 9.19±3.22
*#
 12.44±3.59 10.67±2.93

*
 

HbAlc（%） 8.49±2.11 6.44±1.73
*#
 9.01±3.36 8.22±3.08

*
 

FINs（mU/L） 10.55±5.02 6.59±1.66
*#
 10.47±5.65 8.87±1.36 

HOMA-IR 3.27±0.25 2.61±0.31
*#
 29.03±1.11 28.26±1.66 

注：与治疗前比较，
*
P＜0.05；与参照组比较，

#
P＜0.05 

2.3 两组脂代谢优化情况对比 

两组总胆固醇及甘油三酯较治疗前改善显著（P＜0.05），

临床组下降幅度显著好于参照组（P＜0.05）。临床组低密度脂

蛋白及高密度脂蛋白较治疗前改善显著（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血脂水平对比

临床组 参照组 类目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TC 5.51±1.46 4.33±0.51
*#
 5.53±1.36 5.31±1.17 

TG 2.29±0.68 1.52±0.62
*#
 2.33±0.49 2.19±0.41 

LDL 3.74±0.71 2.41±0.79
*
 3.68±0.55 3.61±0.72 

HDL 0.81±0.42 1.19±0.23
*
 0.83±0.32 0.91±0.51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与参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在临床上，2 型糖尿病系饮食不节、过食厚味，致使脾胃

受损；亦或是情志不节耗伤肝气；抑或素体亏虚过劳伤肾所致。

故体质为糖尿病发病的先决诱因
[3]
。故治疗本病重在调先天之

肾及后天之脾胃，从而治愈消渴。肥胖者多蓄积痰湿，故需加

以行气解瘀之法辅之。 

温阳益气活血方由四逆汤、真武汤、理中汤及四君子汤构

成。四逆汤及真武汤温补先天之肾，四君子汤及理中汤调补后

天之脾胃，从而回复五脏真气。全方合用，共奏温补脾肾、助

阳化气、疏肝解郁、活血化瘀之功。故 2型糖尿病初发肥胖患

者应用温阳益气活血方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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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通络治疗老年肺纤维化临床研究 
The clinical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tonifying kidney and vein relax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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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肺纤维化作为临床上发病率较高的呼吸系统疾病，对其病因认识不一，但总以本虚、标实并见。本虚主要在于肾，

标实则是痰瘀阻于络脉。其治疗需标本同治，补气应着重于肾，活血应以通络脉为主，临床可以西洋参，白果，虫草花补肾，以

浙贝母，地龙，全蝎，穿山甲等化痰祛瘀通络，标本兼治，疗效较佳。 

【关键词】补肾通络；老年肺纤维化；中医药 

【Abstract】 pulmonary fibrosis is the high incidence of respiratory disease in clinical, its etiology is not a recognized, but the 

virtualandthereal. The virtual mainly is the kidney, standard actually is the phlegmand bloodstasis in collaterals. Thetreatment required 

specimens, Qi should focus on kidney, bloo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llateral vein, clinical can Americanginseng, ginkgo, 

Cordycepsflowerkidney, with ThunbergFritillaryBulb, earthworm, scorpion, pangolin, HuatanQuyuTongluo, specimen and cure, curative 

effect is better. 

【Keywords】Bushentongluo; Senile pulmonary fibrosis; Chinese Medicine 

肺纤维化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以弥漫性肺泡炎和肺泡结构

紊乱最终导致肺间质纤维化为特征的疾病。其发病过程可概括

为肺损伤和肺纤维化两个阶段。中医将肺纤维化归属于“肺

萎”、“肺痹”、“咳喘”等范畴。《素问.痹论》认为肺痹乃“皮

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则为肺痹，“肺痹者，烦满喘

而呕”，“发咳上气”（《素问.玉机真脏论》）在《素问.萎论》

中，指出了肺萎乃“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萎躄

也”。《内经中》所说的肺萎与肺痹概括了肺纤维化是以肺气阴

两虚及上逆咳喘为主证的疾病。 

1 肺纤维化的病因病机 

中医认为，肺纤维化的临床特征与肺萎、肺痹症候相似，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进一步说明了肺萎的病因和症状，“热

在上焦者，因咳为肺萎”，“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

涎沫者…为肺痿之病”。说明肺萎是肺气萎弱，以咳嗽吐浊唾

涎沫为主症的病证。肺痹则是肺气闭塞不通，血行受阻的病机

概括。《金匮》中还指出：“上气喘而燥者，属肺胀”，后人把

肺胀也归属于肺纤维化范畴。总之，肺萎、肺痹是对肺纤维化

病因、病机的概括，肺胀侧重于对症状的描述。后世认为肺纤

维化属于本虚标实之症，如赵氏[1]
认为本虚为肺肾气阴两虚，

标实为痰、热、瘀蕴肺；张氏
[2]
则认为肺肾亏虚为本，痰浊、

瘀血即是病理产物，又是加重因素；陈氏
[3]
认为肺气虚弱，络

气不足为本，脉络瘀阻，痰瘀互结为标；武氏
[4]
认为肺纤维化

的病因不外虚、痰、瘀、毒，病理为痰瘀交阻，肺络不通；郭

氏
[5]
认为邪热伤肺，气阴两虚为其初始原因，阳气亏虚，痰凝

血瘀是其转归；姜氏
[6]
等认为痰瘀深伏凝结，脉络闭阻为其发

病的关键；樊氏
[7]
等认为宗气虚陷，瘀血内生，虚实夹杂为肺

纤维化的主要病机；翁氏
[8]
认为阴虚而痰瘀阻肺为其主要病机；

李氏
[9]
认为气虚血瘀，脉络痹阻是其主要病机；各家论点虽不

尽相同，但大体有以下共识：①认为肺纤维化符合虚实夹杂及

虚实转化的病机演变；②本虚归属脏器为肺脾肾，以气虚及阴

虚为主，晚期伴有阳虚；③标实指痰浊、瘀血、热毒；④病势

发展，早期痰浊、热毒伤肺为主，中期痰瘀互结，影响肺脾肾

功能，形成正虚邪实并见局面，晚期正虚为主，肺脾肾俱虚，

累及于心。 

2 补虚通络法治疗肺纤维化 

肺纤维化的中医治疗，首当分辨虚实，本虚标实的演变是

该病的核心，虚与实孰为主导，当从辨病（疾病阶段）辨证（临

床症状）两方面综合判断。从肺纤维化的病理特征看，病变在

肺间质，首先是肺泡炎，而后肺泡壁增厚，肺泡结构紊乱，由

于细胞因子的参与，晚期肺成纤维细胞积聚、胶原、透明质酸

等细胞外基质大量合成沉淀，取代正常肺结构而纤维化。临床

以进行性呼吸困难为主要表现。在肺泡损伤、微循环障碍到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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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化形成这一发病过程中，可以解释为是脉络瘀阻的过程，气

虚造成痰浊内生，热毒损伤脉络，进而痰瘀互结，脉络血行不

畅，络脉痹阻，津血失布，而致肺痹、肺萎。病位在络脉，正

虚与肺脾肾相关，但虚在络脉，也可以简单说是络脉空虚，诸

脏之虚可导致络虚不荣，痰、瘀、毒因此而生，导致络脉痹阻

而产生纤维化。针对此病机，可探讨补虚通络法治疗。如吴银

根
[10]

教授提出“治当通补络脉”但要分清是阴血虚还是阳气虚，

阴血虚可用当归、熟地、阿胶、白芍、沙参、麦冬、山萸肉、

枸杞子、女贞子、何首乌等治疗；阳气虚则用党参、黄芪、白

术、黄精、山药、仙灵脾、肉苁蓉、菟丝子、补骨脂、巴戟天

等。还指出，络脉痹阻源于痰瘀互结，通络脉当以治痰瘀为本，

化痰药常用半夏，并根据痰的性质配他药，如热痰配黄芩、桑

白皮、蒲公英、金银花等；湿痰配陈皮、厚朴、茯苓等；燥痰

合沙参、麦冬、紫苑、杏仁等；寒痰合桂枝、附子等。活血药

应以三棱、莪术等破气药为优，久病者配蜈蚣、全蝎、地龙等

化络脉胶结之痰瘀。谭捷等[11]
使用水蛭通络胶囊治疗肺纤维

化，药物组成：水蛭、穿山甲、血竭、党参、三棱、莪术、蜈

蚣、川芎、炙甘草等，每次五粒，每天 2 次，疗程为 3 个月。

结果显示对相关评分指标有明显改善，认为可以延缓肺纤维化

的自然进程。赵家亮
[12]

等使用通肺络丸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

药物组成：僵蚕、蝉蜕、蜈蚣、全蝎、黄芪、党参、白术、茯

苓、陈皮、半夏、桔梗、杏仁、川芎、当归、白芍、百合、玉

竹、麦冬、生地、地骨皮等做成水丸，每次 8g，每日 3 次。结

果显示对临床症状及肺功能改善及血气分析的变化，都有一定

的效果杨华
[13]

等使用抗纤汤治疗络脉瘀阻肺纤维化，药物组

成：红参、苏子、沙参、丹参、黄芪、鸡血藤、当归、川芎、

百合、鸡内金、冬虫夏草、砂仁、生甘草等，采用水煎剂，日

服一剂。观察治疗 3个月指标变化，结果显示，患者治疗前后

症状积分及肺功能变化有一定的改善，提示该法可减轻症状，

阻止延缓自然病程。谢玉兰
[14]

等使用络通纤溶饮治疗肺纤维化

大鼠，药物组成：黄芪、麦冬、丹参、银杏、太子参、百合、

地龙、虎杖。做成水煎剂，用于肺纤维化模型大鼠，结果显示

该方可抑制成纤维细胞的活跃状态，使胶原沉积速度减慢，胶

原降解加快，从而阻止肺纤维化的进程。 

3  老年肺纤维化特点及治疗进展 

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病，随着环境的污染，本病有增加趋

势。有报道
[15]
肺纤维化的平均发病年龄为 66 岁，到 70～80 岁

达到高峰，因此肺纤维化是一种老年病。 

《灵枢•天年》曰：“五十岁，肝气始衰，……六十岁，心

气始衰，苦忧悲……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

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

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这说明随着年龄的

增长，五脏之气日益虚衰，尤其肾气虚衰日益加重，也说明老

年以肾气为本。关于呼吸出入，《难经》有言：“呼出心与肺，

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气也，其脉在中，……”。肺

纤维化中所表现吸气性呼吸困难，关键在于肝与肾，以肾纳气

功能障碍为至要。吴氏[10]
认为，肺纤维化的基本病机为肺络痹

阻，对于老年人，其肺络痹阻的原因则是由于肾亏致脾肺不足，

络脉空虚，邪毒入络，阻滞气血的运行和津液的输布，从而导

致肾虚脉络瘀阻。因此该病的本虚标实，本虚主要在于肾，标

实则是痰瘀阻于络脉而造成的。因此，赵氏
[16]

治疗该病肺肾气

虚兼血瘀型，药用平喘固本汤和桃红四物汤加减，治疗肺肾气

虚兼痰热型，药用平喘固本汤和桑白皮汤加减。陈氏
[17]
等使用

补肺肾、化瘀通络为功效的肺纤胶囊，可改善肺对炎性反应的

修复, 同时降低 TGF-β等致纤维化因子的表达,从而起到抑制

肺纤维化的作用。说明了补肾通络在老年肺纤维化治疗中的作

用。我们认为，老年肺纤维化，主要临床表现为呼吸功能减弱

和微循环障碍，以气短、紫绀为突出症状，此时，补气应着重

于肾，活血应以通络脉为主，我们在临床使用西洋参，白果，

虫草花的补肾，使用浙贝母，地龙，全蝎，穿山甲等化痰祛瘀

通络，标本兼治，收到很好的效果，成为治疗老年肺纤维化的

主要治法。 

总之，老年肺纤维化，身体素质差，病情复杂，容易引发

并发症，我们采取个体化治疗，抓住肾虚为本，通络为标的病

机治疗，可抑制肺纤维化的进展和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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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治疗113例胃食管反流患者

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113 Cases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Treated 

with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李俊玲 

（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南  济源，45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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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文主要就胃食管反流患者采用半夏泻心汤进行治疗的相关情况展开分析讨论。方法：选择 113 例胃食管

反流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的 56 例患者给予雷贝拉唑钠肠溶片治疗，观察组的 57 例患者给予半夏泻心汤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Ρ＜0.05。结论：在对胃食管反流

患者进行治疗时，半夏泻心汤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胃食管反流；半夏泻心汤；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evant situations of the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treated with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hirty cases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were randomized into a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56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abeprazole sod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 while the 57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t was a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Ρ<0.05. Conclusion: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has high clinical values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Keywords】Gastroesophageal reflux;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Rabeprazole sod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 

胃食管反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当患者十二

指肠内的胆汁以及胃内胃酸流入食管后，就会形成胃食管反流

病[1]。在对此类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时，西药治疗虽然可以取得

一定的效果，但患者在经过治疗后，容易出现复发的情况[2]。

为了对此类患者的临床治疗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本研究将

对我院 2012 年 8 月～2013 年 8 月所收治的 113 例胃食管反流

患者的临床治疗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2 年 8 月～2013 年 8 月所收治的 113 例胃食

管反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所有患者均妇科胃食管反流

的相关诊断标准。在本研究的所有患者中有 42 例女性，71 例

男性，患者的年龄为 23～84 岁，平均年龄为 44.8 岁。利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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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数字法将其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病程等一般资料存在一定的差异，具有可比性，但不具备统计

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的 56 例患者给予雷贝拉唑钠肠溶片治疗，20mg/

次，每日 2 次（早晚各 1 次）。观察组的 57 例患者给予半夏泻

心汤治疗，半夏泻心汤的主要成分有大枣 4 枚，黄连 3g，人参

6g，炙甘草 6g，干姜 6g，黄芩 6g,半夏 9g。每日 1 剂，水煎后

取其浓汁 300ml，分早、中、晚三次服用。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软件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本

研究所有计数资料均用%来进行表示，并用 x 2
来对其结果进行

统计学检验，P＜0.05 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

差异具有可比性但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7 48（84.21） 5（8.77） 2（3.51） 55（96.49） 

对照组 56 32（57.14） 8（14.29） 16（28.57） 40（71.43） 

3 讨  论 

有研究指出，胃食管防御能力相对较低、抗反流物屏障功

能障碍、食管防御力低下是导致患者出现胃食管反流病的主要

原因[3]。长此以往可能导致患者出现慢性喉炎或食管出血，情

况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癌肿的情况。目前，在对胃食管反流患

者进行临床治疗时，其主要的治疗方式为抑制胆汁、胃酸倒流，

对患者的胃黏膜进行适当的保护。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6.49%，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71.43%。由此可见，

在对胃食管反流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时，半夏泻心汤的治疗效果

明显优于雷贝拉唑钠肠溶片，这不仅改善了患者的预后情况，

而且还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在对胃食管反流患者进行治疗时，半夏泻心汤

的治疗效果较好，且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因此，在对胃

食管反流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时，可以对半夏泻心汤进行大量推

广并普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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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治疗 58 例胃食管反流病临床疗效评价 

目的：考察半夏泻心汤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16

例 GERD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58 例，两组患者均严格进行生活

方式及饮食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其中治疗组采用半夏泻心汤含加味治疗，

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应用西药进行治疗。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症状

积分与治疗前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的改善程度显著

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1%，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2.4%，

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半夏泻心汤

对 CERD 临床症状积分具显著改善作用，且总有效率显著高于西药治疗，本

方法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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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结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效果观察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ffect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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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天柱县人民医院，贵州  天柱，55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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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西结合疗法在慢性乙型肝炎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取 8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分为 1 组和 2组，各

40 例。1组给予抗病毒西药，2组在 1组的基础上再辅以中药 2号方。结果：2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及肝功能恢复优于 1组（P<0.05）。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效果更佳，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中西结合；慢性乙型肝炎 

【Abstract】objective: Explore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 the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Methods: In 80 cas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divided into group 1 and 2 group, 40 cases in each，One group was given antiviral 

medicine，2 in 1 group f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basis of no. 2.Results: the patients of 2 group clinical effect and liver function 

recovery i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1 (P < 0.05). Conclusion: combin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effect is better, worthy of promotion of use. 

【Keywords】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Chronic hepatitis b 

慢性乙型肝炎在临床中较为常见，且具有传染性，发病率

比较高[1]
。在部分行业中，对此类患者及携带者有一定的限制，

从而影响了其就业。同时社会的歧视和偏见，给他们的心理也

造成一定的负担。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治疗能够恢复正常人的生

活，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以往的治疗多是通过抗病毒药物控

制病毒的复制，但转阴率不高。由于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通

过辨证施治从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近年来得到临床的重

视。我院采用中西结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确切，现总结

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临床资料 

本组所选 80 例病例为我院 2010 年 6 月～2013 年 10 月收

治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均符合 2000 年第 10 次全国病毒肝炎

学术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且所有的患者血清

HbeAg、HBV—DNA、HbsAg 均为阳性。其中男 50 例，女 30 例，

年龄 15～52 岁，病程 0.5～8 年。将分为 1 组和 2 组，各 40

例。两者患者年龄、性别、病程、病情无差异（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1 组：给予常规抗病毒药物，口服拉米夫定，一次 1片（每

片 100mg/d），每日 1次。阿德福韦酯 10mg，每日一次。3月为

一个疗程，共治疗 4个疗程。 

2 组：在 1 组的基础上再给予中药汤剂口服，方选中药 2

号方，主要组成药物有黄芪、白术各10g，柴胡9g，丹参、当

归、黄芩各 15 g，茵陈 24g，甘草 20g。气虚者加党参，血虚

者加首乌、熟地，血 者加莪术，湿热者加栀子、龙胆草，

阴  虚者加女贞子，生地。每日 1剂，分三次煎煮，每次煎至

200ml，将3次煎煮药汤混合均 ，分3次服用。疗程同于1组。 

1.3 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后检查患者肝功能，主要指标为 ALT、AST 和 ALB；

检测两组 HbeAg、HBV—DNA、HbsAg 转阴情况；并观察临床症

状改善情况。 

1.4 疗效标准 

以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2]
，将治

疗效果分为治愈：临床症状和体征疾病消失，肝功能恢复正常，

HBeAg、HBV—DNA 均转阴且持续 1 年以上；显效：临床症状、

体征、肝功能及乙肝标志物有明显改善；有效：临床症状、体

征、肝功能有所改善；无效：以上指标均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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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1 组治愈 10 例，显效 12 例，有效 6例，无效 12 例，总有

效率为 70%；2 组治愈 20 例，显效 13 例，有效 4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2.5%（P＜0.05）。 

2.2 两组肝功能比较 

两组通过治疗肝功能均有所改善，但 2 组改善优于 1 组

（P<0.05），见附表。 

表 1  治疗前后肝功能比较（IU/L） 

组别 时间 ALT AST ALB 

疗前 164±62 118±64 68±16 
1 组 

疗后 58±35 42±21 45±17 

疗前 165±60 120±60 67±15 
2 组 

疗后 46±28 30±18 34±12 

3  讨  论 

在中医中虽无乙肝的病名，但有关黄疸、胁痛、积聚、鼓

胀、肝瘟等病症的记载与病毒性肝炎颇相似。祖医认为乙肝的

发病原因有内外双重因素，外是由于感染湿邪、疫毒，内为人

体正气不足，主要是肝、脾、肾三脏的亏损。“邪之所凑，其

气必虚”，湿邪疫毒蕴结于内，久病必虚，二者互为因果。整

个病情可称为“邪侵而正虚，正虚而邪恋”[3]
。虽然慢性乙肝

的证候错综复杂，但其病机主要是湿热未尽、脾虚失运、血虚

血 所致，因此治疗原则为补气利湿、活血化 。本研究中所

选 2号方中黄芪、白术健脾补气；丹参、当归活血化 ；黄芪

清热解毒燥湿；茵陈、白术清热利湿；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合

用具有利湿解毒、补气养血、活血化 之效。现代药物研究发

现，黄芪可减少肝内胶原的聚集，抑制干细胞坏死，促进再生；

丹参可保护干细胞，还可抗炎、抑制胶原合成；柴胡可抑制肝

纤维化的形成，促进肝糖原产生，发挥抗炎作用；白术能够提

高机体免疫功能，保护肝脏；当归能够促进白蛋白的合成，控

制胶原沉积[4]
。通过本组对比研究发现，中西结合治疗慢性乙

型肝炎效果更佳，同时还可以减少西药的耐药、变异和副作用，

提高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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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探讨组肝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探讨组总有效率（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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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花胃康胶丸治疗胃溃疡 80例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JingHua stomach kang capsule treating on 80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 

陈百顺 

（焦作市中医院，河南  焦作，4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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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荆花胃康胶丸治疗胃溃疡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我院自2010年 1 月～2012年 6 月收治的160 例胃溃疡患

者按照随机、自愿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80例。对照组给予奥美拉唑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荆花胃康胶

丸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同时加用抗生素，疗程 8 周。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效果以及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0.0% vs 80.0%，P<0.05）；两组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相似，无统

计学差异。结论 荆花胃康胶丸治疗胃溃疡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荆花胃康胶丸；胃溃疡；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JingHua stomach kang capsule treating on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 .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 admit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and June 2012 were randomly and voluntari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80) and observation group  (n=80).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omeprazole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JingHua stomach kang capsul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urse was eight weeks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90.0% vs 80.0%,P<0.05) ;similar adverse reactions occur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JingHua stomach kang capsule treating on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 is remarkable and it is worth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JingHua stomach kang capsule;Gastric ulcer;Effects 

胃溃疡是常见的消化疾病之一，其致病机理主要为保护性

因素和侵袭性因素之间的平衡失调所致
[1]
。胃溃疡并发症较多，

容易迁延不愈，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很大痛苦。此外，胃溃疡好

发于中老年人，且有癌变的可能，因此积极治愈胃溃疡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荆花胃康胶丸是一种新型的中成药，具有促进

创面愈合、恢复粘膜修复再生的作用
[2]
。本研究旨在观察荆花

胃康胶丸治疗胃溃疡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自 2010 年 1月至 2012 年 6月收治的 160例胃溃

疡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有慢性、节律性、周期性的上

腹部疼痛，伴或不伴反酸、嗳气、恶心等不适，或有呕血、便

血症状，经胃镜检查确诊[3]
。排除标准：①有恶变可能；②合

并严重的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疾病；③既往有消化道出血、幽门

梗阻或胃部疾病史；④合并十二指肠溃疡者；⑤近 2周曾服用

非甾体类抗炎药、质子泵抑制剂以及其他抗生素。将患者按照

随机、自愿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80 例。对照

组男 48 例，女 32 例；年龄 42～68 岁，平均年龄（54.6±8.3）

岁；病程 2个月至 11 年。观察组男 50 例，女 30 例；年龄 44～

69 岁，平均年龄（55.2±8.6）岁；病程 3个月至 12 年。两组

间性别、年龄及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奥美拉唑治疗，每日 2次，每次 20mg；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荆花胃康胶丸治疗，每日 3次，每次 2 粒。

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同时加用阿莫西林和克拉霉素治疗，疗程

8 周。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效果以及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1.3 临床效果判断  

按照参考文献中的方法来判断临床效果[4]
。治愈：胃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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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显示溃疡消失，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有效：胃镜检查显示溃

疡较前改善，临床症状有很大程度的好转；无效：胃镜检查显

示溃疡无明显改善，临床症状未见好转甚至加重。总有效率为

（治愈+有效）/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采用 SPSS 17.0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均数比较进行方差齐性检验，若方差齐采

用 t 检验，方差不齐则采用 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 2
检验。

以（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0.0% vs 80.0%，P<0.05）。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n） 治愈（n） 有效（n） 无效（n） 总有效率（%） 

对照组 80 28 36 16 80.0 

观察组 80 42 30 8 90.0
a
 

注：a， 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肝肾功能及血尿粪常规均无明显异常。

对照组有 5 例患者出现轻度不适，其中头痛头晕 2 例，恶心 1

例，腹泻1 例，便秘1 例；观察组有6 例患者出现不适，其中

头晕2 例，腹泻2例，便秘 1 例，恶心1 例，均可耐受并自行

缓解，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胃溃疡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慢性疾病，研究报道其发病

率约为 2.72%[5]。胃溃疡的发生机制主要有胃酸分泌过多、碳

酸氢盐屏障作用减弱和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6]。幽门螺杆菌可

以促进胃泌素分泌，从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对胃黏膜造成损

伤；幽门螺杆菌可以破坏消化道的粘膜屏障系统，使氢离子攻

击增强导致粘膜损伤；此外，还与细胞空泡毒素、尿素酶和细

胞相关蛋白的作用密切相关[7]。因此对于胃溃疡的治疗不但要

抑制胃酸分泌和保护胃黏膜屏障，还要清除幽门螺杆菌。目前

临床上常用的治疗胃溃疡药物方案主要包括质子泵抑制剂（如

奥美拉唑）和抗生素（如阿莫西林和克拉霉素等）。施晓峰[8]

将 78 例胃溃疡患者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

枸橼酸铋钾为主的三联疗法，观察组采用兰索拉唑、阿莫西林

和克拉霉素三联治疗，结果发现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2.31% vs 71.79%，P<0.05）。本研究

中对于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同时给予清除幽门螺杆菌

药物治疗，对照组总有效率达到了 80.0%。荆花胃康胶丸是一

种中成药制剂，其主要成分是土荆芥和水团花，具有理气散寒、

清热化瘀的效果，主要用于气滞血瘀、寒热错杂导致的慢性胃

炎和消化性溃疡[6]。俞高峰[9]的研究显示荆花胃康胶丸可以明

显降低攻击因子α-肿瘤坏死因子（INF-α）、白细胞介素-8

（IL-8）含量，并且可以升高防御因子 6-酮-前列腺素 F1α

（6-keto-PGF1α）和表皮生长因子（EGF）的含量，明显提高

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

荆花胃康胶丸后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90.0% vs 80.0%，P<0.05），而且并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

率。

综上所述，荆花胃康胶丸治疗胃溃疡可以促进溃疡愈合，

提高治愈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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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肝及早期肝硬化的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reating hepatitis and early cirrhosis with comb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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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乙型肝炎及早期肝硬化的治疗效果。方法：将医院 2012 年 1 月～2012 年 6 月收治的

90 例乙型肝炎和早期肝硬化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5 例。对照组使用西药治疗，观察组在使用西药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中药乙肝方，比较两组患者肝功能指标及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肝功能均有明显的改善（P＜0.05），组间

相比，治疗后观察组肝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67%，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

治疗乙肝及早期肝硬化能够明显改善患者肝功能，治疗效果好，值得推广。 

【关键词】乙肝方；抗乙肝核糖核酸；乙型肝炎；肝硬化 

【Abstract】Objective: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of hepatitis and early cirrhosis treatment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Methods: 90 cases of hepatitis B and patients with early liver cirrhosis in the hospital of 2012 January ～2012 year in 

Jun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for 4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hepatitis B based on use of Western medicine, compared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liver function and clinical effec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of liver function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 <0.05), compared after treat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dex of liver func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67%,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iver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and cirrhosis, which is 

worth promotion. 

【Keywords】Hepatitis B Party; Anti HBV RNA; Hepatitis B; Cirrhosis 

慢性乙型肝炎是目前全世界主要存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
[1]
。慢性乙型肝炎也是出现肝硬化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乙型

肝炎病毒的活跃复制与肝硬化有密切的关系。为探讨更为合适

有效的治疗方法，笔者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肝及早期肝硬

化，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于 2012 年 1 月～2012 年 6 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乙型肝炎肝硬化的患者 9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

符合2005年《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诊断标准。人选标准
[2]：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BV-DNA）定量＞5.0×102 

拷贝 /ml。排除三类病患：①药物性、免疫性、酒精性和遗传

性以

及其他病毒性肝脏疾病；②在妊娠、哺乳期的妇女；③有其他

严重的肾、心血管、血液、内分泌、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病患

者。其中男 58 例，女 32 例；年龄 18～60 岁，病程 3～15 年，

平均病程（7.1±4.8）年。将 90 例患者按随机对照的原则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的比较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在对所有患者进行常规保肝、对症、支持的治疗的基础上，

对照组使用抗乙肝免疫核糖核酸治疗，肌肉注射，每两日 1 次，

每次 2～4mg。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用乙肝方，乙肝方主

要成分为：生黄芪，党参，丹参，白花蛇舌草，虎杖，栀子，

柴胡，三七，山楂，白术，大枣，神曲，天丁，枳壳，山药。

早期硬化患者加上鳖甲与 沉香。以半年为 1 个疗程，连续治

疗 2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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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后分别进行肝功能及 B超检查，疗程结束后通过复

诊、随访等方法进行临床效果统计。（根据大三阳转阴情况将

患者疗效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3.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x 2  检验，计量数据以x ±s）表示，采用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肝功能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肝功能指标相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后肝功能均有明显的改善

（P＜0.05），组间相比，治疗后观察组肝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 1 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变化情况 

组别 TBIL（μmol/L) ALT(u/L) AST(u/L) ALB(g/L) 

治疗前 69.1±26.6 151.6±71.6 159.7±71.3 32.5±2.9 观察组 

（n=45） 

治疗后 38.4±19.3 63.6±27.7 63.6±35.3 38.9±3.6 

治疗前 68.5±27.1 150.9±72.1 158.7±73.2 33.1±3.2 对照组 

（n=45） 治疗后 43.4±19.6 79.5±35.6 92.1±45.2 33.6±4.5 

2.2 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 18 例显效，21 例有效，6 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96.67%，对照组 4 例显效，17 例有效，14 例无效，总有效率

为 68.89%，观察组临床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x 2 
=4.114，

P＜0.05）。 

3  讨  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每年大约有 100 万人由于感染

乙型肝炎病毒引发肝硬化、肝细胞癌和肝衰竭而死亡。肝硬化

是广泛的肝细胞坏死后，残存肝细胞的结节性再生与缔结组织

的增生、纤维隔的形成导致了肝小叶结构被破坏、假小叶形成，

从而肝脏逐渐发生变形、变硬而演变为肝硬化。目前治疗乙型

肝炎肝硬化的方案有抗病毒、抗纤维化、抗炎保肝、免疫调节

和对症支持治疗。西医的治疗效果明显，但是一旦停药，症状

复发率很高。因此笔者认为，通过中西医结合使其各自发挥其

优势，更系统有效的对疾病进行治疗。 

中医认为乙型肝炎肝硬化是由于“五脏六腑，真气失而邪

气并”所导致。肝硬化主要是气滞血瘀以及肝脾失调。治疗中

应该贯彻活血化瘀，以活血兼顾理气[3]
。主要为活血祛瘀、行

气止痛。黄芪能补一身之气，党参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

乌药、枳壳能够发挥疏肝行气、止痛的功效，虎杖散瘀止痛，

栀子消黄利湿。全方具有滋肝补肾、清热去湿的功效。在本次

研究中，西药联合中药乙肝方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观察组

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在治疗后的肝功能检查

中，观察组肝功能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说明

这种治疗方式不仅能够有效的抗病毒，而且能减轻肝损伤、保

护肝细胞、改善肝功能的临床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肝及早期肝硬化效果显著，

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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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化瘀软肝方治疗早期肝硬化 62 例 

目的：探讨健脾化瘀软肝方对早期肝硬化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4

例早期肝硬化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2 例，对照组给予保肝、抗

病毒等常规西药治疗，观察组给予健脾化瘀软肝方治疗，1 个疗程周期后

对比疗效及安全性。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85.4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1.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近，安全性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益气健脾软肝汤治疗早期肝硬化，

扶正化瘀、健脾益气软肝，可有效延缓肝硬化病情进展，临床疗效优异，

安全性高，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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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中涩肠法治疗脾肾阳虚型溃疡性结、直肠炎 

58 例体会 

Experience of 58 Cases of Ulcerative Colitis and Ulcerative Proctitis due to 

Yang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Kidney Treated with Warming the Center 

and Astringing the Intestines 
段瑞堂 

（新乡市牧野区坛后新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河南  新乡，4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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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运用温中涩肠法及其代表方桃花汤加减治疗脾肾阳虚型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方法：桃花汤加减水煎服，

日 1 付，分 2 次温服；桃花汤水煎灌肠，每晚 1 付。每疗程 7 日，2 周后观察治疗效果。结果：临床治愈 38 例，有效 12 例，脱

落 8例，总有效率 86%。结论：运用温中涩肠法及其代表方桃花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疗效满意。 

【关键词】温中涩肠；桃花汤；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脾肾阳虚；临床观察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ulcerative colitis due to Yang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kidney treated with 

the method of warming the center and astringing the intestine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i.e. ingredient-altered Taohua Decoction. 

Methods: Oral administration of ingredient-altered Taohua Decoction, 1 fu each day taken by twice, decoction enema at every night., 7 days 

as a course. After two-week treatment, the efficacy was observed. Results: Thirty-eight cases were cured, 12 cases effective, 8 cases falling 

off,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6%. Conclusion: It achieves satisfactory clinical efficacy to apply the method of warming the center 

and astringing the intestine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i.e. Taohua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Keywords】Warming the center and astringing the intestines; Taohua Decoction;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Yang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kidney; Clinical observation 

溃疡性结、直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发生在结、

直肠粘膜层的一种弥漫性的炎症性病变[1]。可发生在结、直肠

的任何部位，其中又以直肠和乙状结肠 为常见，重症可累及

整个结肠。少数情况下可及回肠末端，成为倒流性回肠炎。病

变多局限在粘膜层和粘膜下层，肠壁增厚不明显，表现为粘膜

大片水肿、充血、糜烂和溃疡形成。临床上以血性腹泻为 常

见的早期症状，多为脓血便。除此之外，轻到中度的痉挛性腹

痛、里急后重等也是患者常见的症状。临床医学多采用 5-ASA、

糖皮质激素等药物治疗，有一定疗效但复发率很高，又可导致

急性胰腺炎等急腹症[2]，且糖皮质激素副作用较多，故患者满

意度一般。中医药辨证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具有疗效持久稳定，

副作用小，价格低廉等优点。我中心使用温中涩肠法治疗脾肾

阳虚型溃疡性结肠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病例选择参照 2000 年成都全国炎症性肠病会议修改的诊

断标准，选取我中心 2010 年 10 月～2013 年 10 月就诊的溃疡

性结、直肠炎的患者 58 例，其中男 38 例，女 20 例，年龄 27～

66 周岁。病变部位包括直肠 31 例、乙状结肠 17 例、降结肠 6

例，结肠脾区 2 例，横结肠 2 例。中医症候表现符合溃疡性结

肠炎脾肾阳虚型，肠镜检查确诊溃疡性结肠炎。

2  治疗方法  

2.1 心理治疗  

溃疡性结肠炎病程缠绵，反复难愈，故患者常有紧张、焦

虑、急躁等不良情绪。治疗前向患者讲明本病拟采取的治疗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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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疏导患者各种不良情绪，争取患者合作。

2.2 中药治疗  

2.2.1 桃花汤加减水煎服，药物组成：赤石脂 30g，太子参 30g，

白术 30g，茯苓 10g，木香 10g，干姜 6g，香附 9g 粳米 30g。

上方煎取 500mml，1 日分 2 次温服。7 付为 1 疗程，共 2 个疗

程。

2.2.2 桃花汤，水煎灌肠，药物组成：赤石脂 30g，干姜 5g，

粳米 10g。上药煎取 100ml，每晚睡前保留灌肠 7 付为 1 疗程，

共 2 个疗程。 

3  结  果 

3.1 疗效判定标准  

经 2 个疗程治疗，患者不适症状完全消失、电子结肠镜复

查，受损粘膜修复为治愈；症状明显减轻，电子结肠镜复查粘

膜炎症反应减轻或未经电子结肠镜复查，粘膜修复情况不明确

为有效；症状无明显改善且经肠镜检查无明显变化者为无效。 

3.2 治疗结果  

治疗 58 例患者中，治愈 38 例，占 65.52%；有效 12 例，

占 20.69%；无效 0例；脱落 8例，占 13.79%；总有效率为 86.21%。

详见表 1。 

表 1   临床疗效分析 

疗效 例数（n） 占比（%） 

治愈 38 65.52 

有效 12 20.69 

无效 
0 0 

脱落 8 13.79 

4 讨  论 

溃疡性结、直肠炎属祖国医学大瘕泻、肠澼等范畴。究其

根本原因，在于湿邪下注[3]。湿邪伤脾，困呃脾阳，又为阴邪，

易伤阳气，日久及肾，则成脾肾阳虚。证见肠鸣腹痛、腹泻；

泻后痛减，大便每日 4～5 次，腰身酸软无力，腹部冷痛，四

肢不温。舌质淡，舌体胖大，苔白，脉沉迟。本型腹泻以五更、

黎明为甚，故又称五更泻、鸡鸣泻。电子结肠镜检查可见结肠

粘膜花斑样变，充血水肿，有散在点状溃疡[4]。治宜温中涩肠

止泻。桃花汤出自仲景《伤寒杂病论》：呕吐哕下利病篇 42 条:

“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方中赤石脂性温而质重，主入

胃、大肠经，温中涩肠涩肠止泻；干姜辛热，温中散寒、振奋

脾阳；参、术合用补气健脾、香附理气化滞；粳米调护胃气。

诸药合用，内服可温中健脾、涩肠止泻。灌肠可止泻止痛、愈

合溃疡。内寓“补其虚、温其寒、通其实、 清其热”[5]之意。

临床观察证实，温中涩肠法及其代表方桃花汤加减内服结合灌

肠治疗脾肾阳虚型溃疡性结肠炎疗效肯定，无明显毒副作用，

价格低廉，尤其适合基层医疗单位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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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术肠炎清丸治疗脾虚型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疗效观

察

目的：观察参术肠炎清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符合标准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

组 20 例采取水杨酸柳氮磺胺吡啶（SASP）治疗，观察组采取参术肠炎清丸

治疗，1 个月为 1 个疗程，共观察治疗 3 个疗程，对两组临床治疗效果进

行比较。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 97.5%、75.0%，治疗

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出现 7 例消化道反应、血细胞减少、

皮疹等副作用，发生率为 35.0%。结论：参术肠炎清丸治疗脾虚型溃疡性

结肠炎远期疗效高，具有简便、安全、副作用少等优点，在临床上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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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根治术治疗肛周脓肿 92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one period radical gastrectomy on treatment of 92 

cases of perianal abscess 
马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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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一期根治术治疗肛周脓肿的临床疗效。回顾分析 92 例行一期根治术治疗肛周脓肿患者的治疗资料，结果显

示 92 例患者中，90 例一期愈合，2 例形成肛瘘，经二次手术治愈。疗程 23～37 天，平均 26.5 天。92 例患者有 87 例获访 18 个

月，无复发，无肛门失禁、变形。一期根治术治疗肛周脓肿疗效满意，及经济负担，配合中药可减轻患者的痛苦，是一种理想的

治疗方法。 

【关键词】肛周脓肿；一期根治术 

【Abstract】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one stage radical ope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anal absces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treatment data of 92 routine surgery in treatment of the patients with perianal abscess, results showed that 92 patients, 90 cases were 

healed, 2 cases formed fistula, after two times of operation cure. Treatment 23-37 days, average 26.5 days. In 92 patients, 87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8 months, no recurrence, no anal incontinence, deformation. One stage radical ope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anal 

abscess curative effect is satisfactory, and the economic burden,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relieve the pain of patients, 

and is an ideal treatment method. 

【Keywords】Perianal abscess;One period radical gastrectomy 

肛周脓肿是肛肠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是指直肠肛管周围

软组织或其周围间隙发生急性化脓性感染后形成的脓肿，分为

低位脓肿和高位脓肿。2000～2012 年，我们采用一期根治术治

疗 92 例肛周脓肿患者，取得满意疗效，现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 92 例，男 67 例，女 25 例；年龄 21～68 岁，平均 43.6

岁；病程 23～37 天，平均 26.5 天。肛周皮下脓肿 61 例，直

肠后间隙脓肿 18 例，坐骨直肠间隙脓肿 10 例，骨盆直肠间隙

脓肿 3例。低位肛周脓肿 78 例，高位肛周脓肿 14 例，临床均

表现为肛周持续性胀痛伴发热不适，13 例伴排便和排尿困难， 

4 例伴里急后重。体温 38.6℃～39.2℃，血常规检查:白细胞

（14.6～21.3）*109/ L。一次性切开引流56例，一次性切开引

流加挂线33 例，一次性切开加对口引流术3例。 

1.2 治疗方法 

左侧卧位，常规肛周、直肠消毒、铺洞巾。采用局部麻醉，

扩肛至可纳 4 指，根据脓肿大小、部位，选择与肛门呈放射状

切口，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至齿状线，左手食指伸入肛内引导，

右手提血管钳钝性分离脓腔，排出脓液并扩大切口，一般超过

脓肿直径 1cm，不好寻找脓腔时可用注射器穿刺抽吸脓汁，帮

助寻找脓腔并借此判断脓肿深浅。脓汁排尽后，右手食指伸入

脓腔分离其间的纤维分隔并探查脓腔走向，确定脓肿类型，而

后右手持银质球头探针，由脓腔切口探入，左手食指伸入直肠

内引导，针指结合，轻柔寻找感染内口。若未探明内口，可在

针指间 薄弱处或 高处传出，沿探针逐层切开肛管直肠环以

下的皮肤及皮下组织，若为低位肛周脓肿可一并切开内口，修

剪脓腔壁呈 V 形以利于充分引流，向上延伸内口两侧粘膜约

0.5cm，若粘膜出血可用丝线结扎，既可止血又可扩大内口处

理范围，防止原发灶遗漏，依次用生理盐水、双氧水、碘伏水、

生理盐水冲洗脓腔，严密止血后，脓腔内填塞凡士林纱布条

加压包扎。若为高位脓肿则沿探针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后将

橡皮筋用丝线捆扎在球形探针的一端小球上，由内口拖出，

修剪内口周围粘膜，出血时予以结扎，而后冲洗脓腔用凡士

林油纱条填塞包扎。脓腔大的予以对口引流，可做多个切口，

切口间用橡皮筋挂浮线，结扎不收紧，以利于引流，用凡士      林

纱布覆盖包扎，等脓腔明显缩小后取出橡皮筋，创口可很快愈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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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术后处理 

①低渣饮食，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多食水果、蔬菜，大

便干结者可服麻仁滋脾丸，1 丸/次，2 次/日，以润肠通便。

②嘱病人每次尽量排完大便，以免大便在肠道内蓄积过久引起

便秘，排便时出现疼痛、便血、伤口水肿。③术后伤口疼痛难

忍者，口服舒尔芬 40mg，1～2次/日，每次大便前 1小时口服

40mg 以减轻疼痛。④每日中药坐浴一次，药用：黄柏、连翘、

川椒、苏木、制乳香、制没药，冰片水煎坐浴。⑤每日坐浴后

换药一次，清理脓腔内的坏死组织，充分填塞凡氏林纱条至脓

腔底部，确保脓腔由基底向浅层逐渐愈合，防止假性愈合。肛

泰栓一枚纳肛内，消炎、止痛、止血。⑥一周内口服抗生素，

全身症状严重者前三日静脉点滴抗生素，而后改为口服。⑦橡

皮筋一般 7～10 日可整圈脱落，必要时术后 7天紧线一次，若

2周仍未脱落，则可剪断橡皮筋内结扎的组织。 

2 结  果 

本组 92 例患者中，一期愈合 90 例，2 例形成肛瘘，经二

次手术治愈。创面愈合时间 23～37 天，平均 26.5 天，经随访

87 例 18 个月，无脓肿复发，无肛门失禁，肛门变形等后遗症。 

3 讨  论  

肛周脓肿是肛肠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是指直肠肛管周围

软组织或其周围间隙发生急性化脓性感染后形成的脓肿。中医

理论认为肛周脓肿形成的病因有两方面：①外感风热燥火湿邪

②饮食醇酒厚味。西医理论认为肛周脓肿主要是肛窦炎未得到

有效的治疗发展而致。肛窦炎、肛周脓肿、肛瘘是同一疾病的

不同阶段。肛窦是开口向上的肛腺管的开口，慢性便秘、长期

咳嗽、体弱均可使直肠粘膜和肛垫松弛下移，导致肛窦管加深，

干结的大便摩擦可损伤肛窦，肛腺的分泌物不能及时排出而引

发肛窦炎，肛窦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发展成肛周脓肿，所以在

日常门诊患者中要注意肛窦炎患者的治疗，防止发展为肛周脓

肿。 

3.1 术前要根据病人的疼痛部位及其他临床表现估计脓肿的

部位、深浅及内口可能出现的位置，为选择手术切口做准备，

手术切口的合理选择直接影响肛门功能、肛门外形及愈合。 

3.2 术中仔细准确寻找处理内口，寻找内口的方法有“一摸、

二看、三注、四探”四种方法①摸：按素罗门定律确定内口的

大致位置，触及硬结、凹陷，或触痛 明显处即为内口。②看：

肛门镜下见齿状线处肛隐窝红肿，凹陷或轻压脓腔时脓液溢出

处即为内口。③注：向脓腔注入亚甲兰注射液，事先置入肛管

的纱布着色 深处即为内口。④探：由外口置入探针向肛门方

向探查，右手食指伸入肛内配合，脓腔 高点或 薄弱点即为

内口所在位置[1]
，或双指法摸到脓腔 薄弱或肛隐窝凹陷处即

为内口
[2]
。动作要轻柔，防止假性内口的出现，不但延误治疗

而且增加了医源性损伤。 

3.3 高位肛周脓肿行挂线疗法时，橡皮筋结扎松紧要得当。临

床上挂线原则是炎症浸润范围大，脓腔深，挂线宜松；脓腔位

置较高，距肛门较远，挂线宜紧。挂线太紧，橡皮筋脱落太早，

达不到慢性勒割作用，不利于创面的愈合，易发生不完全性肛

门失禁；挂线太松，则勒割作用弱，影响疗效，橡皮筋不能自

行脱落需医生二次干预，给病人带来痛苦。 

3.4 每次换药要保持引流通畅，换药时凡士林纱布条一定要放

在脓腔基底部，这样可确保脓腔由基底向皮肤切口逐渐愈合，

防止搭桥，假性愈合发生。 

3.5 术中手术切口要够大，一般超过脓腔直径大小 1cm，设计

呈 V字型，确保切口引流通畅，这样不仅能充分暴露术野，而

且便于探针或指诊探查和发现内口。 

3.6 内口周围粘膜出血结扎后，线尾要稍长，以防粘膜愈合过

程中将其包埋，致日后该部位异物感或疼痛的发生[3]
。 

3.7 术后抗生素的使用  一般口服抗生素一周，炎症全身反应

重的患者，可静脉输注抗生素三日后改口服，由于该部位的感

染菌大部分为大肠杆菌、厌氧菌，故在没有条件做细菌培养及

药物敏感试验的基层医院可经验性治疗，用甲硝唑、庆大霉素

等。 

综上所述，一期手术治疗肛周脓肿与传统的肛周脓肿单纯

切开引流相比，可减少患者多次手术的痛苦，减轻经济负担，

减少同一部位重复手术导致肛门变形、肛门失禁等后遗症，病

程短，损伤小，术中准确查找内口和持续通畅引流是治愈肛周

脓肿避免后遗症发生的关键。中药坐浴使伤口消肿、麻醉、止

痛，增加患者的舒适感，促进伤口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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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肩周炎主要是内因气血虚弱、血不荣筋；外因长期劳损、风寒湿邪侵袭。好发于 50 岁左右，多为慢性起病。因其

病程长，疗效慢，临床治疗方法虽多，但疗效不一。笔者长期以葛根汤为主加减，配合康复练功进行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

从而总结了一些临床体会。 

【关键词】加味葛根汤；治疗肩周炎；临床体会 

   【Abstract】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is mainly due to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blood is not wing ribs; external long-term strain, the 

wind cold dampness evil invasion. Good hair at 50 years old, is a chronic disease. Because of its long duration, the effect is slow, although 

many methods of clinical treatment, but the effect is not a. I long to puerarin soup primarily to add and subtract,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treatment,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curative effect. Thus summarize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Keywords】Jiawei Gegen Decoction; Treatment of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Clinical experience 

肩周炎（periarthritis humeroscapularis）是指肩关节

的周围软组织发生损伤而引起的广泛性无菌性炎症。临床以肩

部疼痛、压痛、肩关节活动受限,甚至出现肌肉萎缩与痉挛等

症状为主要临床特征。是临床上最常见、最易复发的肩部疾患

之一。治疗方法虽多，但疗效不一。笔者自 2011 年 1 月至今

使用以葛根汤为主的方法治疗肩周炎 126 例，取得了显著的疗

效，现报道如下，冀同行斧正。 

1  临床资料 

1.1 原发性肩周炎诊断依据 

①肩部没有明确的创伤史或手术治疗史；②检查时有肩关

节各方向的活动受限；③X 线平片检查有正常的关节间隙，而

关节周围没有异常。 

1.2 根据以上标准，确诊原发性肩周炎患者 126 例 

其中男 46 例,女 80 例；年龄最大 82 岁,最小 50 岁；伴随

疾患：患糖尿病者 12 例，患冠心病者 34 例，患高血压 15 例，

患颈椎病者 88 例。 

1.3 主要症状 

肩膀疼痛 126 例，肩关节活动受限 80 例，肩关节发冷 95

例，压痛 72 例，肌肉痉挛与萎缩 36 例。 

2  治疗方法 

2.1 方药 

基本方：制附片 60～100g（另包先熬两个小时去麻味），

麻黄 45g，葛根 60g，桂枝 30g，白芍 30g，大枣 45g，生姜 30g，

炙甘草 30g，丹参 30g，当归 15g，川芎 15g，乳香 10g，没药

10g，以水 3000ml，煎取 1200ml,分六次服，日三次。加减法：

汗多者去麻黄；冷痛明显伴畏寒肢冷者加制附片 60g（先熬两

个小时以上去麻味），北辛 15g，干姜 20g；疼痛显著，肩部冷

感明显，加川草、草乌各 20g，干姜 15g，蜂糖 100—150ml，

久熬三个小时以上后在入上药同煎；活动受限，疼痛如刺固定，

舌质黯有瘀点者加桃仁 15g，红花 10g，姜黄 15g，北辛 15g，

桑枝 50g；如关节烧灼发热，舌质红赤苔黄，脉数，上方加生

石膏 60g，知母 15g，生地黄 30g。 

2.2 辅助治疗 

家庭康复操，患者就诊时教会动作，在家锻炼。具体动作

为①手指爬墙练习：侧面或前面站立，抬起患肩的前臂，以食

指和中指贴墙，然后沿墙向上慢慢作爬墙式运动。用力尽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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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爬墙。逐渐可锻炼抬高患肢,直至正常②画圈法：动作应

缓慢、深长,不可暴力乱抡上肢,以免造成肩袖断裂。划圈分

为竖圈、横圈两法。每次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各画15～20 

圈,也可根据自己的体质逐渐加量,每天练3～5次。③拉轮练

习：在墙或树上安 1 个滑轮,并穿过 1 条绳子,两端各系 1 

个小木棍,上下拉动锻炼。④梳头练习：双手交替由前额、头

顶、枕后、耳后,向前、纵向绕头 1 圈,类似梳头动作,每次可 

15～20 次,每天3～5次。⑤屈肘甩手：背部靠墙站立或仰卧于

床上,上臂贴身,屈肘,以肘部作为支点进行外旋活动。⑥展翅

站立：上肢自然下垂,双臂伸直,手心向下缓缓向上用力抬起,

到最大限度后停10秒钟左右,然后回到原处,反复进行。 ⑦体

后拉手：自然站立,在患侧上肢内旋并后伸姿势下,健侧手拉

住患侧手或腕部,逐渐向健侧和上方牵拉。⑧头枕双手：仰卧

位,两手十指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头后部(枕部),先使两肘尽量

内收,然后再尽量展。⑨旋肩站立,患肢自然下垂,肘部伸直,

患臂由前向后画圈,幅度由小到大。 

3  治疗效果 

3.1 疗效标准 

①治愈:肩周疼痛消失，关节活动范围正常或接近正常，

外展＞90°，上举≥160°，屈肘内旋指尖达 T9 以上，屈肘外

旋指尖达对侧上耳轮。②显效：肩部疼痛及压痛基本消失，外

展>70°，上举>140°，屈肘内旋指尖达 T12 以上，屈肘外旋

指尖达对侧颞部。③有效：肩部疼痛与压痛减轻，肩关节活动

范围较前加大。④无效：肩周疼痛与肩关节活动范围均无明显

改善。 

疗程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半月 30 70 123 3 

一月 60 29 4 0 

二月 21 12 0 0 

从上表可知，通过 2个月的治疗共治愈 111 例（总治愈率

0.881），显效 12 例（显效率 0.095），有 3例无效退出治疗（无

效率 0.024）。患者治愈后仍然坚持做家庭康复操。治愈病患者

随访了 65 例，三年时间未有复发者。 

4 讨  论 

肩周炎的病名较多，常有“露肩风”、“肩凝症”、“冻结肩”。

多见于 50 岁以上的人，妇女多见。中医认为，五旬之人，肾

阳日衰，气血不足，筋骨失养，如肩部过度操作劳累，一着风

寒，即气血凝滞，外邪郁结，“不通则痛”。筋肉挛缩，活动受

限。临床常分为风寒型、淤滞型、亏虚型。据笔者观察，患者

多以肾阳虚衰、风寒湿痹阻，气血凝滞为病机特点，治疗主要

以温阳散寒，除湿逐痛，活血化瘀法，故选方《伤寒论》合张

锡纯活络效灵丹加制附片共奏上述之功效。再加上简便实用的

家庭康复操配合治疗以松解粘连，活动关节，恢复功能。故取

得了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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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通关宝热敷治疗肩周炎 100 例 

  目的：观察五神通关宝热敷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方法：以中医理

论为指导，运用五神通关宝热敷治疗肩周炎患者 100 例，治疗 3 个疗程后

分析临床疗效。结果：2 个月以上病程的慢性肩周炎患者 50 例，治疗有效

率均达到 96%以上，治愈率达到均达到 66%以上；2 个月以内病程的急性肩

周炎患者 50 例，治疗有效率均达到 100%，治愈率均达到 98%以上。结论：

五神通关宝热敷治疗肩周炎的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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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85 例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85 cas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陈 光   

（湖北老河口市中医院，湖北  老河口，441800） 

中图分类号：R68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4)03-0123-02    证型：AIBD 

【摘  要】目的：探讨牵引配合针灸、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疗效。方法：对我院运用综合疗法治疗的85 例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进行回顾分析。结果：85例中，治愈66例，显效15例，好转3例，无 效 1 例 ， 总有效率97.65%。结论：综合疗法

具有治愈率高，副作用小之优点，值得进一步学习与探讨。 

【关键词】腰椎间盘突出症；牵引；针灸；推拿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raction, massag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on 85 cases in our hospital by using comprehensiv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Results: of the 85 cases, 66 cases were cured, 15 cases markedly effective, 3 cases improved and one ineffective 

eas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7.6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therapy has the advantage of high cure rate, little side effect, whcih is 

worth further study and discussion. 

【Keywords】Lumbar disc herniation; Traction; massage ;Acupuncture 

腰椎间盘突出症为临床常见病，主要表现为自发性腰痛伴

放射性下肢痛，疼痛呈典型的神经节段性分布，受累神经支配

区皮肤感觉过敏或迟钝，腱反射减弱或消失等，我院运用中医

综合疗法治疗本病取得了不错之疗效，现汇报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2 年 7月至 2013 年 6月间来我院就诊之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 85 例，均符合《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腰椎

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且经 X 线检查，CT 或者 MRI 检查确诊。其

中男性患者 52 例，女性患者 33 例；年龄最小 18 岁，最大 73

岁；病程最短 5天，最长 21 年；有外伤史者 27 例，过度劳累

者 31 例，感受风寒者 9例，原因不明者 18 例；发病部位：L3～

4 椎间盘的 9 例，L4～5 椎间盘的 46 例，L5～S1 椎间盘的 22

例，L4～5 和 L5～S1 椎间盘均有突出者 8 例；中央型突出 24

例，侧方型突出 61 例。 

1.2 临床表现及体征 

疼痛表现：患者均有腰痛伴下肢疼痛症状，左下肢疼痛者

43 例，右下肢疼痛者 29 例，双下肢均疼痛者 13 例。体征：有

脊柱侧弯患者 30 例，均为疼痛所致，非先天，其中左侧弯 9

例，右侧弯 21 例；腰椎旁有明显压痛点，部分患者有下肢放

射痛，坐骨神经走行方向均有压痛，直腿抬高试验及加强试验

阳性。其中 26 例患者下肢有肌萎缩，36 例患者有拇背伸肌力

减弱，14 例患者有趾屈肌力减弱，有 1例患者下肢肌力减弱需

要搀扶或者坐轮椅。髌腱或跟腱反射有异常者 23 例，患者有

明显的病理征 8例。所有病例均无大小便异常。 

2  治  疗 

给予综合疗法即牵引、针灸加推拿手法治疗。 

2.1 牵引治疗 

嘱患者俯卧于牵引床上，胸腹部与臀、腿部分别固定于牵

引床的胸腹板和臀腿板上，固定确切后，臀腿部向下成一定角

度，病变椎间隙为该角顶点，在臀腿部旋转(左或右)的同时，

胸腹板做纵向牵引。牵引重量。与患者体重成正比，一般 70～

110kg，可上下浮动 10～15kg。每次牵引 20～30min，旋转角

度。即臀腿板旋转的角度，一般选择 10°～25°。左侧突出者

向左转，右侧突出者向右转，中央型突出者一般不做大角度旋

转，左右同时旋转 5°～10°。倾角一般以 5°～25°为宜。 

2.2 针灸 

 以阿是穴、肾俞(双)、环跳、委中、承山为主穴(单侧型

均取患侧，余均两侧取穴)，均采用45～60mm毫针直刺，腰骶

部诸穴得气后尽量使针感放散到臀部或患肢，委中穴得气后

尽量使针感放散到足底，均留针 15～20min，每 3～5min 行针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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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推拿治疗  

患者取俯卧位，交替运用滚法、揉法、弹拨法、点按法和

捋法，自两侧背阔肌而下至下肢，重点在腰椎间盘突出部位和

患肢施行松解手法。 然后对患者施与扳法，包括斜扳法(坐位

或卧位)、后伸扳法。 治疗每日 1 次，每次治疗时间 20～30 

min，10 次为 1个疗程。 

2.4 临床疗效评定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颁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

标准》［2］
，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标准。治愈:临床症状消失，直

腿抬高 70 度以上；显效:临床症状消失，能胜任一般工作；好

转:临床症状较前缓解，功能有所改善；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 

3  结  果 

患者治疗时间 短 1个疗程， 长 3个疗程。85 例随访患

者中，治愈 66 例，占 77.65%；显效 15 例，占 17.65%；好转 3

例,占 3.53%；无效 1例，占 2.35%；总有效率 97.65%。 

4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基本病因为椎间盘的退行

性改变。其主要病理变化是突出的椎间盘压迫和刺激神经根，

引起神经根的肿胀、充血和炎症反应，从而出现腰腿疼痛和感

觉、肌力异常，甚至出现二便障碍的临床症状。保守治疗是目

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重要方法之一，且为大部分患者所接

受，治疗的重点主要在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神经根的水

肿和粘连，调节椎间隙内压和椎间关节紊乱，解除神经根压迫，

达到缓解疼痛和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目的[1]
。腰椎间盘突出

症属祖国医学“腰痛”之范畴，多因外感寒湿、劳累扭伤或肝

肾亏虚所致。治疗宜行气活血、散寒化湿、通经止痛及益肾固

本等。本案中运用牵引解除突出物对神经根的压迫。纵向牵引

的瞬间，椎间隙增宽产生负压，有向内吸引突出物的趋向力，

而突然拉紧的后纵韧带也具有使突出物还纳的趋向，这样，可

能使突出物还纳，从而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运用针刺穴位可

以疏通经络，活血散 。现代研究证实，深刺可以改善血液循

环，减少炎症渗出物，并促进渗出物的吸收，因此能减轻或消

除炎症对神经根的化学刺激，减轻神经根的粘连。另外，针刺

还可以使外周血液中的致痛物质，如 5-羟色胺、组织胺等的浓

度降低，提高痛阈，并可兴奋内在的抗痛系统，从而达到止痛

的目的[2]
。推拿手法主要是对腰部肌肉痉挛起缓解作用， 改善

血液循环，使受牵拉的神经消除紧张状态，使受压迫的神经和

经络畅通无阻，推法、滚法和指压人体体表的特定部位，促使

患肢血流量增加，新陈代谢增强，解除循环障碍，局部血流量

增大，加快局部炎症性产物的排泄，水肿吸收，受损伤组织修

复，使局部组织营养增加，有利于 血消散，起到通则不痛的

目的[3]
。 

综上所述，运用牵引、针灸配合推拿手法治疗本病临床疗

效显著，值得进一步学习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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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进展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骨科常见病、多发病；本病的治疗过程中，方

法颇多，医生必须熟练地掌握精巧的手法等多种技能，需要辨证施治，因

人而异。首先要绝对卧床休息、药物治疗、物理治疗，配合中药熏蒸、腰

椎牵引、手法复位、骶管封闭及功能锻炼等方法，运用综合疗法治疗，可

以促进突出的推间盘水肿消退，缓解粘连组织，促进代谢产物排除，减轻

炎性反应而缓解疼痛。因而达到标本兼治的治疗效果。 

作 者：梁才雄 (广西灵山县中医医院，广西 灵山，535499)；   

刊 名：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 22 期 115-118 页    

英文期刊名：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关键词：腰椎间盘突出症；综合疗法；研究进展 

分类号：R274.34   

DOI 号：10.3969/j.issn.1674-7860.2013.22.064 

归藤红花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0 例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腰腿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病以络脉 阻为

基本病机，常见血 、痰湿、气虚、肾气亏虚、肝肾不足等各种证型。本

文采用归藤红花汤为基本方加减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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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活血膏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分析 

Analysis of curative effect of Qianshan Huoxue plaster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湛志刚   杨  飞 

（山西省中医院，山西  太原，0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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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千山活血膏外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腿痛的疗效。方法：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腰腿痛患者应用千山

活血膏外用，观察治疗前后腰腿痛变化，评估疼痛缓解的临床疗效，并与对照组 55 例相比较。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比较

均有明显好转，前后对照有统计学意义（t=3.243；P<0.01）；治疗组疼痛缓解的有效率为 91.7％，对照组为 81.9％，两者之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 2 
= 4.407；P<0．05)。结论：千山活血膏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缓解腰腿痛较理想的外用药物。

【关键词】腰椎间盘突出症；千山活血膏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Qianshan Huoxue plaster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of lumbar 

and leg pain. Methods: 60 cas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umbago patients with Qianshan Huoxue plaster lumbocrural pain, change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clinical efficacy evaluation of pain relief,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55 cases. Results: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s were obviously improved,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t=3.243; P<0.01); treatment group, pain relief rate was 91.7%, 81.9%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 x2= 4.407; P<0.05). Conclusion: Qianshan Huoxue plaster i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lleviate 

topical ideal lumbocrural pain. 

【Keywords】Lumbar disc herniation; Qianshan Huoxue plaster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腰腿痛疾病。多发于

20～50 岁的青壮年,男性多于女性。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患侧腰

骶疼痛，单侧或双侧臀部、下肢出现麻木疼痛等，运动或咳嗽

时症状加重，其中尤以患侧腰腿疼痛为主要表现。该病治疗上

方法众多，疗效良莠不齐，我们在门诊上收集了 115 例腰椎间

盘突出症腰腿疼痛患者，采用中医综合疗法配合千山活血膏治

疗，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115例患者均来自我院推拿科门诊,男86例,女29例;年龄

小 18 岁, 大 78 岁,平均年龄 48 岁;病程 短 8 天, 长 10

年。采用随机数字将 115 例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60 例，对照

组 55 例，全部病例均经 MRI 检查后确诊,并排除脊髓肿瘤、腰

椎结核及椎体滑脱、压缩性骨折等。其中临床表现为下肢放射

痛者 96例,直腿抬高阳性者 87例,加强试验阳性者 17例;相应

肌肉肌力改变 17 例,相应部位浅感觉改变 87 例,跟、膝、腱反

射减弱 19 例，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腰腿疼痛。 

1.2 诊断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

效标准》[1]
中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①有腰部外伤、

慢性劳损或受寒史,大部分患者在发病前有慢性腰痛史。②常

发生于青壮年。③腰痛向臀部及下肢放射,腹压增加时疼痛加

重。④脊柱侧弯,腰椎生理弧度消失,病变部位椎旁有压痛,并

向下肢放射,腰部活动受限。⑤受累神经支配区有感觉过敏或

迟钝,病程长者可出现肌肉萎缩,直腿抬高试验（+）,膝腱、跟

腱反射减弱。X 片排除其它腰椎病变,显示腰椎间隙变窄,不等

宽或椎体边缘有骨质增生, CT 或 MR I 检查可显示椎间盘突出

的部位及程度。以上以③、④、⑤为基础依据,可伴其余几项。 

1. 3 治疗方法

1.3.1 基本治疗 

中药熏蒸：患者取仰卧位，平躺于中药熏蒸床上，使中药

蒸汽口平对患者腰骶部，热度以患者能忍受为度，时间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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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治疗：患者取俯卧位，术者立于一侧，用滚法和揉按

法放松腰部后，先用拇指弹拨法后用理顺法，弹拨和理顺腰椎

两侧的骰脊肌，有腰椎小关节紊乱的采取侧卧位定点旋扳法纠

正腰椎后关节紊乱。然后对腰椎的横突，臀大、中、小肌，阔

筋膜张肌，股内收肌群有压痛点的逐个进行按压，没有压痛点

的部位不予治疗 ，使局部产生酸胀感，有的产生放射感，力

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 

针灸治疗：患者取俯卧位，选用 0.25 mm×25 mm 长（直

刺，深度为 0.5～O.8 寸，）及 0.30 mm×40 mm 长（直刺，深

度为 1.5～2.0 寸）的毫针，局部常规消毒，针刺患者双侧次

髎、秩边、居髎、环跳，患侧委中、承山等穴，针刺得气后，

将穴对两根针柄分别接电针机输出端，频率为 20 次／分，连

续疏波刺激，电流强度以患者能耐受而不引起疼痛为度。没有

电针的腧穴施以留针拔罐，一针一罐，松紧程度以患者不感觉

疼痛为度，共留针 15min。 

1.3.2 特殊治疗 

对照组：无特殊治疗。 

治疗组：基础治疗上，给予千山活血膏外敷。用法：先将

千山活血膏加热 2～3min，使黑膏药软化，基础治疗结束后，

趁热外敷于患者腰骶部、臀部。两贴膏药在患者不洗澡的情况

下可以一直贴敷 6天。（洗澡时取下，后可以继续贴敷） 

所有治疗均一天一次，膏药一次可贴 6天，两周后观察疗

效。 

1. 4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
腰椎

间盘突出症疗效标准:治愈:腰腿疼痛消失,腰部功能活动无受

限,直腿抬高试验达 70°以上,棘突旁压痛消失,能正常工作。

好转:腰腿痛症状减轻,腰部功能改善。无效:症状和体征无明

显改善。 

1.5 治疗结果 

治疗组缓解腰腿疼痛有效率为 91.7％，对照组有效率为

81.9％，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 2 
=4.407，P<O．05)，

见表 l。治疗 4d 后，治疗组缓解疼痛有效率为 73.3%，对照组

缓解疼痛有效率为78.2%，两者之间无统计学意义（ x 2 
=0.764，

P>0.05）,见表 2.表明千山活血膏在缓解腰腿疼痛中，与贴敷

膏药疗程长短有关。 

表 1  治疗两周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 好转 无效 x 2  值 P 值 

治疗组 38 17 5 4.407 0.03 

对照组 27 18 10 

表 2   治疗 4d 后有效率比较 

组别 治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n 

治疗组 21 23 16 73.3 60 

对照组 17 26 12 78.2 55 

1.6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主要是椎间盘本身退行性变, 再

加上某些外因如外伤、慢性劳损、以及受寒湿等因素引起的纤

维环的破坏,髓核突出后, 压迫刺激神经根而产生的以腰腿痛

为主要症状的疾病。其发病主要机制在于神经根的机械受压和

化学介质的炎性反应, 以及免疫刺激反应三类
[2]
 

本病在中医属“腰痛”, “痹证”的范畴。《风湿痹候》

说:“痹证,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多因寒湿侵袭或体位不正、腰部用力不当、闪扭挫伤导致经络

闭阻不通而发病。中医对本病的治疗主要以活血化瘀，通络止

痛为主。具体治疗方法众多，主要有中药内服，针灸推拿等，

临床上都能起到一定的效果。我们在此主要是针对该病腰腿疼

痛采用中医综合治疗方法，加以千山活血膏外敷，对照观察千

山活血膏对该病腰腿疼痛的疗效。结果表明千山活血膏对缓解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腰腿疼痛具有明显的疗效，该膏药在制作

过程当中，不仅继承了传统制作方法工艺，还应用了现代制药

新技术，改进了传统的熬制方法，提高了传统膏药的疗效，形

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疗效的剂型。跟传统膏药比较，具有疗效好，

不易过敏，适用时间长等特点，经过大量临床验证表明，千山

活血膏对各种风寒湿痹引起的腰腿疼痛都有明显的疗效，值得

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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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项痹酊联合中药汽化疗法治疗

椎动脉型颈椎病疗效观察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 bi tinctur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aporization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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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自拟项痹酊联合中药汽化疗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治疗效果。方法：对照组采用倍他司汀注射液20 

mg 加入 5％葡萄糖 250ml 每日 1 次静脉滴注，葛根素 0.4 g加入 5％葡萄糖 250ml 每日 1 次静脉滴注。治疗组采用在对照组基础上

配合外用自拟项痹酊并行中药汽化疗法。观察两组患者症状变化。结果：治疗第 3 日、第 7日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治愈率的比较，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结论：自拟项痹酊联合中药汽化疗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可以明显缩

短疗程，提高治愈率。 

【关键词】眩晕；颈椎病；雾化器和汽化器；中医药疗法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 bi tinctur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aporization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betahistine injection 20 mg in 5% glucose 250ml 

once per day, intravenous drip of puerarin 0.4g was added into 5% glucose, 250ml intravenous infusion once per da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reatment group patients were in treatment of the external Chinese medicine tincture by a bi parallel vaporization. Observe 

the change of the symptoms of the two groups’ patients. Results: On the third day, seventh day,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ur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since the term Bi tinctur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aporization, 

treatment of vertebral artery type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can obviously shorte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improve the cure rate. 

【Keywords】Vertigo; Cervical spondylosis; Nebulizers and vaporizer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椎动脉型颈椎病是指椎动脉的颅外段受颈椎退行性病变

的影响导致血流运行障碍引起的眩晕综合征[1]
,临床症状为头

晕，视物旋转，伴有颈肩部酸痛、颈部僵硬感，或（和）伴有

恶心、呕吐，头晕以颈部活动时为著。椎动脉型颈椎病是一种

常见病、多发病，如何有效缩短疗程，我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研

究。2008 年 1 月～2010 年 1 月，我们采用外用项痹酊联合中

药汽化疗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164 例，并与单纯静点药物治

疗 164 例对照观察，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全部 328 例均为我院椎动脉型颈椎病住院患者，排除肝肾

功能不全、有药物过敏史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164 例，

男 66 例，女 98 例；年龄 27～76 岁，平均（64.56±10.83）

岁；病程平均（3.4±0.01）年；对照组 164 例，男 72 例，女

92 例；年龄 28～75 岁，平均（64.66±11.10）岁；病程平均

（3.3±0.01）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①有椎－基底动脉缺血征（以眩晕为主）和（或）曾有猝

倒发作病史者；②旋颈诱发试验阳性；③X 线片显示椎体间关

节失稳或钩椎关节骨质增生
[2]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告知注意避免颈部着凉、避免高枕睡眠、避免

颈部劳累。 

1.3.1 对照组倍他司汀注射液 20mg（东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第一制药厂，国药准字H21022577），加入5％葡萄糖

250ml每日 1 次静脉滴注；葛根素 0.4g（华北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国        药准字H20050290）加入5％葡萄糖250ml，每日1次静

脉滴注。 

1.3.2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外用项痹酊并行中药汽化

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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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痹酊药物组成：当归、川芎、葛根、丹参、威灵仙、透

骨草、天麻、穿山甲、苍术、杜仲、桂枝、羌活、防风各 10g, 

75%酒精 500ml 浸泡 1周过滤备用。 

用哈尔滨泰起汽化热疗器研究所研制生产的汽化药热疗器，

将“汽化药”及浸泡液加入中药汽化药疗的高压锅内，加清

水 700ml，接通电源煎煮药至沸腾，患者取仰卧位，裸露颈

部对准仪器上相应的治疗孔，调节药物蒸汽温度至46℃～

48℃，40 min/次， 1次/d。    

2   结  果 

 两组治疗后 3、7d 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汽化方药物组成：炙川乌、炙草乌、川芎、赤芍、鸡血藤、

合欢皮、海桐皮、野防风、透骨草、乳香、没药、羌活、秦艽、

独活、甘草各 10g，丹参 12g，红花 15g，用 60°酒精 100ml

浸泡1周后备用。 

治疗步骤：首先将项痹酊涂于颈后至第3 胸椎，然后采

表1  两组治疗后3、7d临床疗效比较（n，%） 

治疗组（n=164） 对照组（n=164）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3d 98(59.76) 65(39.63) 1(0.61) 99.39 58(35.37) 104(63.41) 2(1.22) 98.78

7d 144(87.8) 20(12.2) 0 100 107(65.24) 56(34.15) 1(0.61) 99.39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愈率比较，P＜0.01。 

3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椎动脉型颈椎病以颈椎病变为内因，颈部

软组织劳损为外因。颈部慢性劳损、软组织水肿，引起椎动脉

受压产生眩晕，中医称之为项痹。其病机为风寒湿邪外侵，淤

阻脉络，痰湿阻滞，清阳不升，均可造成气滞血瘀，气血运行

不畅，气血清阳不能上达脑髓，致脑髓失养，则出现眩晕、头

疼、耳鸣、记忆力减退等症。椎动脉系统血液供应至大脑后 2/5、

小脑、脑干，病变直接导致脑干、小脑、视中枢等区域供血降

低，从而产生血管性眩晕[6]
。本研究所用倍他司汀注射液为 H2

受体激动剂，对脑血管特别是椎基底动脉系统有明显的扩张作

用，葛根素为由豆科植物野葛或甘葛藤根中提出的一种黄酮

苷，有舒张平滑肌的作用，具有扩张冠状动脉、改善脑供血作

用，抑制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中 5-HT 释放。项痹酊中当归活

血化瘀，滋养脑血，川芎、丹参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祛风止

痛；苍术化湿，葛根具有柔痉作用，专治颈项强痛；威灵仙、

透骨草软化血管和骨刺；天麻息风止惊、升清阳，专治头目眩

晕；穿山甲善走窜，专行疏通经络，穿透性强，引药直达病所。

药物涂于颈部可通过毛窍渗达病处，起到软化血管，疏通内瘀

的治疗作用，使药物直达病处，起到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的

作用，迅速改善颈部症状，促进颈部慢性劳损症状改善。汽化

方中川乌、草乌，辛温大热，通行十二经，散在表之风，逐在

里之寒湿，通痹之力甚强[7]
；合欢皮、 海桐皮、鸡血藤、 野

防风 、透骨草、羌活、独活辅助炙川乌、 炙草乌祛风湿温经

散寒、通络止痛；乳香、没药气香，走窜善行，行气散瘀止痛

之力甚强
[8]
，川芎、赤芍、丹参、红花增强乳香、没药行气活

血祛瘀止痛之力；甘草调和药性。气血得热则行，遇寒则凝，

痹症得热则舒,故药物以热蒸汽的形式直接作用于颈部，通过

毛窍渗达病所，使局部血液循环加强，促进软组织水肿吸收。
[9]
 两种疗法相配，相得益彰。 

本研究结果表明，项痹酊联合应用中药汽化药疗法治疗椎

动脉型颈椎病可明显缩短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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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营养食疗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优势探讨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trition diet therapy in tr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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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已成为导致人口死亡的重

要原因。中医药对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治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表现食疗方面。从饮食调理和选食入手，成为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

重要切入点。本文介绍了中医营养食疗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理论实验研究、临床实验，进而对中医营养食疗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

优势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中医营养食疗；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优势 

【Abstract】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the incidence of atherosclerosis 

rate showed a tendency of increase year by year,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use of death of the popul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on prevention of atherosclerosis, especially diet. The diet and selecting foo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theroscleros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nutrition diet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theroscler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therosclerosis 

and superior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etetic therapy was analyzed.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tritional diet; Prevention; Atherosclerosis; Advantage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是动脉硬化的血

管病中常见的一种。主要侵犯人体较大的动脉血管从而导致

人体其他供血器官受累及产生并发症，后果较为严重。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率

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已成为导致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
[1]
。

中医药对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治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表现食

疗方面。从饮食调理和选食入手，成为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

重要切入点。我科 2 0 1 2 年 1月至 2 0 1 3 年 1月收治 9 0 0

例病人采用中医营养食疗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取得良好效

果，本研究对中医营养食疗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优势进行了

探讨。 

1  中医食疗的理论实验研究 

在我国中医理论中虽然并没有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名，但对

其临床表现和发病特点却早有记载。动脉粥样硬化属中医学的

“眩晕”、“呆病”、“脱疽”等病证范畴。有相关文献报道，认

为“脱疽”与肢体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因和病机以及临床表现是

相同的[2]
。从中医角度来看，食物有寒、凉、温、热”四大属

性，不同的属性的食物对人体器官产生的生物效应也会有所区

别，对疾病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王晓阳等通过对白兔进行高

脂血症造模，利用桑葚提取物对细胞间黏附分子在动脉粥样硬

化形成过程中的表达进行抑制，从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

成，取得良好的效果
[3]
。石垣港等在对大蒜、燕麦等复合物对

高血脂大鼠的血脂和血流变化水平影响的观察研究，发现大

蒜、燕麦等复合物在对大鼠的血脂降低和血液流变改善具有良

好作用，尤其是采用低剂量的大蒜和燕麦复合物对大鼠进行营

养干预，效果更加明显
[4]
。 

2  中医营养食疗对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试验研究 

中医饮食疗法认为，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与“炎症”

密切联系，且炎症的浸润性与斑块的易损性密切联系。从这观

点出发，武鸣等通过利用山楂提取物对颈动脉斑块患者进行饮

食干预，从研究结果来看，山楂提取物对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IMT

和斑块 Ctouse 积分的降低具有显著作用，其疗效显著[5]
。廖光

伟等对颈动脉斑块患者采用魔芋精分为主的饮食干预，使得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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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斑块、血压、血脂等都得到显著的改善
[6]
。相关研究发现，

洋葱中含有前列腺素 A，对血管扩张、血液黏度降低、改善外

周血管和冠状动血流量具有重要作用，能有效防止血栓的形

成。而且，洋葱中的洋葱精油，能之一饮食中的胆固醇，使机

体内纤维蛋白溶解酶的活性得到提高，从而使动脉粥样硬化得

到有效改善。此外，黑木耳和胡萝卜对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有良

好的改善作用。由于黑木耳中含有多糖，在增强人体抵抗力、

降低血液凝块具有重要作用，从而能有效防治动脉粥样硬化，

而胡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能够起到增加冠状动脉血流

量、降低血脂等作用，对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治也具有很好的疗

效。 

3 中医营养食疗对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优势 

随着医学的发展，通过西医手段治疗和防治动脉粥样硬

化，虽然其血管介入技术较为完善，但是使用的范围相对有限，

而且对患者实施的手术具有创伤性，安全性大大降低。而对于

无需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往往采用降血脂等药物进行治疗，

但长期服用抗血脂类药物，会对患者的肝脏造成严重的损伤。

我国中医理论认为，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病症和“心胸”病症

相一致，在治疗的过程中，所选用的药物包括丹参、大枣等多

味中药，并饮食中多食用食麦、羊肉、杏、薤等。其中薤就是

薤白，通过相关研究发现，薤白在治疗冠心病中具有良好疗效，

也体现出了在饮食的过程中完成疾病的治疗这一思想[7]
。 

相对与西医营养学来说，西医营养主要以单一或少量几种

食物或营养素，对患者进行缺失增补。而中医则饮食的调养，

不单单集中在某一营养素上，而是通过将药物、食物的性能进

行综合选配、组合，再经过烹调而制成保健食品，而进矫正人

体机能的偏向，使之得到恢复，同时使机体机能的抵抗力和免

疫力得到提升。 

此外，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与患者的饮食生活习惯息息相

关，通过中医营养食疗，调整饮食，使人体血脂得到控制，从

而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在饮食的同时完成疾病的治

疗，不仅节省了看病费用，减少病人痛苦，而且能达到养生保

健的功效。经中医食疗，900 例病人采用中医营养食疗防治动

脉粥样硬化都取得良好效果，其中 965 例治疗有效，有效率达

到 96.11%，充分体现出中医食疗的优势。 

4  结  语 

中医营养食疗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不论在理论实验还是临

床试验方面都有了良好的发展，在防治和辅助治疗动脉粥样硬

化方面，与西医相比也有诸多显著的优势。在中医理论的指导

下，通过具有针对性的合理膳食，实现营养机体、增强体质，

从病源上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是防治动脉粥样硬

化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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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思想在围产保健中的应用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theory of TCM for 

perinat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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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治未病”思想是中医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若能将“治未病”思想与围产保健相结合，利用中医预防保健的优

势，通过饮食、运动、精神调摄、药物预防等方法，结合个体差异，注重整体身心调养，综合辨证，就可以对孕前及孕后人群个

体化健康指导，并促进围产保健事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治未病；围产保健

【Abstract】"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I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can combined with  perinatal health care,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pre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are,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diet, exercise, the regulation of the mind, drug Prophylaxis, combined with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physical and mental rehabilitation，and comprehensive dialectics, to guide to the people of  progestation and 

pregnancy by individualized health i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erinatal health care. 

【Keywords】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Perinatal health care 

围产保健属于预防医学的一个分支，其对降低孕产妇患病

和死亡率以及预防围生儿出生缺陷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国预防

医学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围产保健体系相对完善。中医“治

未病”思想博大精深，自《内经》对此阐述以来，各医家不断

发展完善，并在医疗实践中逐步推广。2007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启动了中医“治未病”工程，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正式开展，

但其中对围产保健人群重视不够，若能将“治未病”思想与围

产保健相结合，利用中医预防保健的优势对孕前及孕后人群个

体化健康指导，其应用前景广阔。 

1 孕前人群 

现代医学对孕前就诊患者常采用借助临床检测手段，如优

生四项、支原体、衣原体、甲状腺功能测定、彩色多普勒超声

等，发现异常，及时治疗后指导受孕。其对患者个体化体质差

异、身体整体身心调养重视不够。事实上，个体阴阳气血、脏

腑经络偏盛偏衰各有不同，利用中医预防保健中独特的“治未

病”思想，对孕前人群进行个体化孕前调理，使身体达到阴阳

平衡，未病先防，调摄养生，对于避免孕后相关疾病的发生能

起到很好的作用。 

1.1 孕前养生 

早在《内经》中就提出“治未病”中极其重要的养生原则，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故圣

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内经》又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如何使孕前即孕之人达到身体的阴

阳平衡，正气存内呢，每个个体体质不同，或阴虚，或阳虚，

或气血虚，或痰湿内盛等，当患者就诊，应根据中医望、闻、

问、切四诊，利用中医整体观，辨识其体质之偏颇，阴阳气血

津液的多寡，从而辨证个体化指导。其孕前的养生主要包括：

①重视调摄精神。《素问•上古天真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仲景亦指出：“五劳虚极”可因于“忧

伤，”就是要求人们加强养生摄生，注重精神调养，勿使情志

过用，以保持五脏元真通畅，从而增强人体对疾病的防御能力；

②注意饮食起居。仲景云：“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

妨，反能为害”，特别是孕前人群，饮食宜清淡，富营养，忌

生冷，远肥腻，少辛辣，勿过饱等，另外针对孕产妇，谨记“产

前宜凉，产后宜温”的原则。③适当锻炼身体，以使气血充盛，

增强机体抗病能力。 

1.2 孕前据质辨证用药 

另对孕前体质有偏颇之人，可酌情选用药物来治疗。如肾

虚之人，可用紫河车、紫石英、菟丝子、枸杞子、熟地、淫羊

藿等补肝肾，养血调经助孕。气血虚之人补气养血，八珍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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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枣、阿胶之类；素体虚弱，或曾经半产者，因血虚生热所致，

孕前可服用当归散。《金匮》：“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 。
[1]
孕前月经不调之人，应遵循“调经以种子”的原则，调理月

经，经调自受孕，且孕后流产等并发症明显减少。滑胎之人，

大多是冲任受损，肾气虚弱所致，孕前宜补肾健脾，调养冲

任，药宜服于未孕之先，莫迟服于已孕之后。《育婴家

秘》：“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 根据孕前的体

            

   

质，分析发病的倾向性，欲伤先护，使病变止于将发而未发之
际。 

2  孕期人群 

相对于现代医学的围产保健，以“治未病”思想为主导的

中医特色的预防保健在孕期有独特的优势，可以与现代医学的

围产保健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 

2.1 孕期养生 

妊娠期间，精血下注以养胎元，机体阴血偏虚、阳气偏盛，

由于生理上的特殊变化，极易发生妊娠病。且不同体质之人，

感邪后表现亦不一。素体阳热之人，孕后易为阳邪所伤，如肝

阳上亢，易发子痫等疾；素体脾虚湿盛者，孕后易为饮食、湿

邪所中，易发水肿；素体气血虚弱，脾肾亏损者，孕后易伤跌

仆房劳，易发胎漏、胎动不安。肝血虚，脾胃虚之人孕后冲气

挟肝气上逆犯胃，易妊娠剧吐。故对于妊娠病防重于治，妊娠

期间的预防养生非常重要。朱丹溪的《格致余论》曰 ：“与其

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

劳而已” 。 

孕期的养生主要有：①调情抑性。调精神，定情绪，重视

道德修养，对胎儿有着重大的影响，是妊娠养生的重要内容之

一，也是胎教的精髓部分。《育婴家秘》曰：“自妊娠以后，则

须行坐端严，性情和悦，常处静室，多听美言。”现代研究表

明：母体情绪激动时，分泌的乙酰胆碱、甲状腺素等均可释放

进入胎儿，母儿之间神经体液的联系使母体精神状态与情绪变

化均可影响胎儿，故妊娠养生首重精神调摄。②节制房事。胎

系于肾，孕后房事可伤肾损胎，故孕妇应抑情欲节房事，《胎

产心法》[2]
云：“妇人有孕，即居侧室”，“不与夫接”。叶天士

《女科证治》
[3]
提出“保胎以绝欲为第一要策”。说明孕期节房

事，有利胎儿生长发育，否则，致精伤不养胎，发生胎漏、堕

胎、小产。③饮食有节。北宋•徐之才《逐月养胎法》
[4]
首重食

养，认为妊娠初期的饮食以清淡适口为宜，禁忌腥荤，三月以

后主张用动物类食物，妊七月至分娩宜食甘淡，稻谷食物。这

种据孕期特点，选用食物以养胎的方法，不无科学道理。另外，

孕后聚血养胎，全身阴血不足，则易生内热，孕后宜少食辛辣

刺激之物，勿过饱过饥，少食肥甘厚味等滞腻之品，避免损伤

脾胃，影响气血运化。④不妄作劳。《胎产新书•女科秘要》[5]

说：“宜小劳，劳则气血流通，筋骨坚固，胎在腹中，习以为

常，虽微闪挫，不至坏事。”孕后要做到劳逸结合、作劳不妄，

适当的锻炼对促进胎儿成长是非常有利的，由于各孕期的特殊

性，古人提出五月以前宜逸，五月以后宜劳。如不循常法，劳

累过度，致使气血耗伤，胎失载养，则去而难保；安逸过度则

气血运行不畅，脾胃功能呆滞，不利胎养，或致发难产。严用

和在《济生方》一书中亦指出，胞肥难产多为身居富贵，少于

运动者。另外，中医有五运六气的理论，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

季节性。时令之气发 生太过不及,体质有偏颇、再加孕妇卫气

营血俱虚，更易感外邪，故春宜暖，秋宜寒。另夏季暑湿偏重，

易食生冷，饮食不洁，泄泻、痢疾等胃肠疾病发生率明显增高，

需注意饮食。 

2.2 孕期常见疾病的防治 

孕期定期的围产保健可以使疾病在浅而不深，微而不甚的

阶段予以控制。中医“治未病”与围产保健相结合，利用望闻

问切及实验室检测，不断发现隐伏着的、有辨证价值的潜症，

推测五脏元真之盈亏，预料疾病的发生，做到早预防、早发现、

早治疗。举例略述一二。 

滑胎、胎漏、胎动不安者，既孕之后，根据孕妇体质之强

弱，禀赋之厚薄，配以适当的药物治疗，做到未病先防。《景

岳全书•妇人规》[6]
曰：“凡治坠胎者，必当察此养胎之源，而

预培其损，保胎之法，无不出于此。”依补肾培脾、养阴清热

之法，临证可用川断、杜仲、白术、黄芩等组方，于滑胎病人，

孕后每服药至超过屡次堕胎的时间，症状控制后，仍需巩固治

疗两周以上。如此先后天并治，则肾气充盛，气血调和，胎元

得养。胎盘低置：对于胎盘低置状态，现代医学一般都建议观

察，利用中医“治未病”思想，预先采取措施，及早干预治疗。

一般胎盘低置乃气虚下陷，冲任不固所致，在临床上常用举元

煎加味，以补气升提，固冲安胎；妊娠恶阻者，《诸病源候论》
[7]
明确提出了不同妇人个体与妊娠恶阻的关系：“恶阻病者，此

由妇人元本虚羸，血气不足，肾气又弱，兼当风饮冷太过，心

下有痰水，挟之而有娠也。”恶阻之轻者，仅需从饮食起居方

面加以注意，对于重者，治疗以调气和胃，降逆止呕。另孕后

阴血下聚养胎，肝血易虚，如烦躁、紧张等精神因素可进一步

激发肝气的上逆，横逆犯胃，使呕吐剧烈，甚至伤阴劫津，故

应注意饮食和情志的调节，用药宜忌升散之品。随着病证的发

展，要注意顾护阴津；母儿血型不合者，本病主要在于湿热，

或体质因素的关系，又可有热毒内结，以及脾肾不足等证，其

治疗以产前预防治疗为主，定期监测抗体效价，早期发现有利

于早期治疗，在治疗上以清热利湿、健脾益肾之法；胎儿生长

受限者，发挥“治未病”思想，注重补气养血养胎之法，以防

护于先；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需注重饮食节制，少食肥甘，顾

护脾胃，适当运动，控制血糖。 

总之，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思想主张通过饮食、运动、

精神调摄、药物预防等方法，结合个体差异，综合辨证，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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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维持人体阴阳平衡、调养正气、提高机体内在的防病抗病

能力，以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疾病预防目的和维护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健康状态。 

积极利用 “治未病”思想与围产保健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医

特色的治未病预防保健体系，发挥我国传统中医药的优势，促

进围产保健事业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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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黄芩的药理和应用 

Pharmac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肖灵芝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医院，河南  三门峡，472000） 

中图分类号：R2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4)03-0133-02    证型：GD 

【摘  要】黄芩做为常用的中药，具有清热燥湿、凉血安胎、解毒功效，临床应用抗菌比黄连好，而且不产生抗药性，具有

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近年来随着对黄芩活性成分的深入研究，发现黄芩中得以应用的是含量较高的黄酮类化合物，还有部分含

量相对较低的黄酮类化合物药理特性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其潜在的独特的药理作用也没有被发现利用，同时借助其广谱抗菌作

用强的特点，得到重视，大有开发利用前途。 

【关键词】黄芩；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Abstract】Scutellaria baicalensis as the common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the effect of heat dampness, cooling 

blood, detoxification tocolysis,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ntibacterial ratio of Rhizoma Coptidis, but no resistance, which has important valu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 research on the active components in Radix Scutellaria, finding that can be applied in 

the content of flavonoids is higher, and the failure to compounds of pharmacological properties of flavonoids content relatively low fully 

studied, its potential unique pharmacological effect also was not found for use, features, and strong antibacterial activity by the broad 

attention, with high potential development. 

【Keywords】Scutellaria baicalensis ; Pharmacology; Clinical application 

黄芩别名山茶根、土金茶根；为唇形科植物，以根入药。

性寒、味苦，归肺、胆、胃、大肠等经；具有清热燥湿、凉血

安胎、解毒功效，得到临床的广泛应用。近年来随着对黄芩活

性成分的深入研究，发现黄芩根提取物尤其是黄酮类化合物具

有抗菌、抗病毒、抗肿瘤、解热镇痛等作用，对肝脏、免疫系

统、神经系统等也有保护作用
[1]
。本文将黄芩的药理作用及其

临床应用特点总结如下，以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可靠的依据。 

1  药理作用 

1.1 抗菌、抗病毒作用 

黄芩有较广的抗菌谱，其抗菌的有效成分是黄芩素和汉黄

芩苷元，与苄基青霉素合用有量效关系，可增强其抗菌作用；

对皮肤和指甲的致病真菌亦有抑制作用。其中的黄芩苷在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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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浓度时可抑制 T 细胞和艾滋病病毒，在 HIV－1 被细胞

吸附之初，可阻止其复制。实验证明，黄芩苷在低于细胞毒浓

度时可以抑制 T细胞和 HIV1 型 Env 蛋白，且在 HIV1 被吸附之

初可以阻止其复制，其主要作用环节在于干扰 HIV－1 攻击靶

细胞，近几年来黄芩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作用受到人

们的关注，有望开发成为新的抗艾滋病药物。 

1.2 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黄芩的主要活性成分黄芩素、黄芩苷，能清除羟自由基、

烷自由基，可破坏生物大分子的氧化，从而抑制由此引起的线

粒体脂质过氧化和卵磷脂质体代谢，导致膜脂流动性降低，其

主要成分都是非常有效的抗氧化剂，可预防氢过氧化物酶、超

氧化物阴离子等氧自由基所致的成纤维细胞损伤，且对缺血再

灌注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1.3 抗肿瘤作用 

黄芩的茎和叶中总黄酮及野黄芩苷能抑制肿瘤细胞活性；

总黄酮是其主要有效成分，而野黄芩苷是其主要单体成分，总

黄酮及野黄芩苷在 26μg/mL 浓度左右时对 LA795 细胞活性的

抑制率分别为 26%和 10%[2]
。另外，黄芩素还可抑制黄曲霉素和

亚硝胺对沙门氏菌的致突变作用，可降低黄曲霉毒素致染色体

畸变的频率，还可增强白介素和肿瘤坏死因子等细胞介质的抑

癌作用，具有明显抑癌作用。 

1.4 解热镇痛作用 

黄芩血清及黄芩苷通过抑制单核细胞 DNA，Pr 合成及 Ca
2+

内流，可阻止内生致热源的产生，使其具有一定的解热作用。

其煎剂和浸剂可加强大脑皮层的抑制过程，具有明显的镇静作

用。 

1.5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黄芩苷能够明显抑制多克隆激活剂 ConA 或 PMA 介导的 T

细胞活化以及增殖，与 ConA、LPS 对 T、B 淋巴细胞有明显的

协同刺激作用。 

1.6 保肝作用 

黄芩苷能显著减轻BCG和LPS所造成的免疫性肝损伤ALT、

AST 的升高，可减轻肝细胞坏死，可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还

原性谷胱甘肽活性，起到保肝降酶的作用[3]
。 

1.7 在复方中的作用 

在含黄芩的方剂中，如小柴胡汤等的水提取物，对神经胶

原细胞内因组织胺诱导的 Ca
2+
浓度增加有明显抑制作用，这些

黄芩有效成分的提取物可通过降低花生四烯酸的浓度，抑制前

列腺素 E2（PGE2）的释放，而减轻疼痛。柴朴汤是用于治疗支

气管哮喘的有效汉方，其中黄芩的舒张平滑肌作用功不可没。 

2  临床应用  

2.1 用于湿温发热、胸闷、口渴不欲饮，以及湿热泻痢、黄疸

等症 

对湿温发热，与滑石、白蔻仁、茯苓等配合应用；对湿热

泻痢、腹痛，与白芍、葛根、甘草等同用；对于湿热蕴结所致

的黄疸，可与茵陈、栀子、淡竹叶等同用。  

2.2 用于热病高热烦渴，或肺热咳嗽，或热盛迫血外溢以及热

毒疮疡等 

治热病高热，常与黄连、栀子等配伍；治肺热咳嗽，可与

知母、桑白皮等同用；治血热妄行，可与生地、牡丹皮、侧柏

叶等同用；对热毒疮疡，可与金银花、连翘等药同用。  

2.3 用于胎动不安 

有清热安胎作用，取黄芩清热凉血、止血之功。常与白术、

竹茹等配合应用。 

3  讨  论   

黄芩为唇形科植物黄芩，以根入药；其药理作用的发挥主

要与黄芩甙、黄芩素、汉黄芩素及 β-谷甾醇等成分相关。因具

有清热燥湿，凉血解毒等功效；目前临床多用于抗菌消炎，清

热解毒，其对多种细菌、真菌、钩端螺旋体等致病微生物都有

杀灭作用。即使对 β-内酰胺类等抗生素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

菌，应用黄芩效果仍很理想。另外，黄芩还有舒张血管及呼吸

道等平滑肌的作用，因此具有降血压、及平喘等作用。除了以

上应用外，临床上常用黄芩治疗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传染性

肝炎、菌痢、肾盂肾炎等，效果显著。在服用黄芩的期间，应

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尽量避免熬夜；少食辛辣或刺激性

食物；积极参加户外运动，放松心情。黄芩做为中草药常用药

物，其来源广泛、物美价廉且疗效确切，得到了临床的广泛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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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解热作用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黄芩的解热作用。方法：观察黄芩对干酵母所致大鼠发

热的影响。结果：黄芩对干酵母所致发热大鼠具有显著的解热作用。结论：

黄芩具有明显的解热作用，且以大剂量组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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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和白花丹参叶的化学成分药理研究 

及临床应用 

Pharmacological study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alvia miltiorrhiza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bge.f.alba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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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丹参和白花丹参叶的化学成分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为新药的研制奠定基础。方法：通过参阅大量相

关文献，对丹参和白花丹参叶的化学成分、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进行分析总结。结果：丹参和白花丹参叶所具有的抗氧化作用均

能较好的预防脑梗塞，与根相比叶对脑缺血的保护作用更强，在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防预治疗中被广泛应用；白花丹参叶中的水提

物对糖尿病代谢紊乱症状的改善能够起到长期稳定的效果；另外丹参叶在治疗扁平疣、冠心病心绞痛等方面也具有较好的效果。

结论：丹参和白花丹参叶均具有稳定的药理作用，但目前在抗氧化和保护脑梗塞的药理研究中仍以白花丹参叶为主,对于丹参叶

的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则很少。因此对丹参叶主要化学成分进行深入的药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丹参；白花丹参叶；化学成分；药理研究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alvia miltiorrhiza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bge.f.alba leaf,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Method: by referr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literature, 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alvia miltiorrhiza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bge.f.alba leaf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antioxidant effects of Salvia miltiorrhiza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bge.f.alba leaf has can prevent 

cerebral infarction better, compared with a protective effect on cerebral ischemia of the leaf is stronger, is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Salvia miltiorrhiza bge.f.alba leaf water extract on diabetic metabolic disorder 

symptoms can play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effect of 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in addition also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flat wart, such a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Conclusion: Salvia miltiorrhiza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bge.f.alba leaf has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stable, but thepharmacological study on Antioxidation and protection of cerebral infarction inSalvia miltiorrhiza 

bge.f.alba leaf, for pharmacological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leaves of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is rarel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pharmacological study in-depth on chemical components of 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Keywords】Salviamiltiorrhiza; Salviamiltiorrhizabge.f.albaleaf; Chemical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丹参又名紫丹参，味苦性寒，归心、心包、肝经。为唇形

科植物丹参（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的干燥根,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丹参“主心腹邪

气，寒热积聚，破癥除瘕，止烦满，益气”。《滇南本草》中

记载，丹参“补心定志，安神宁心。治健忘怔忡，惊悸不

寐”。由于丹参有祛瘀止痛、活血通经、清心除烦，养血安

神之功效，目前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类疾病，并且常用

于治疗多种瘀血为患或血行不畅的病证。如用治肝脾肿大及冠

心病，在缩小肝脾及缓解心绞痛方面皆有一定疗效。白

花丹参(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f1alba)为唇形科植物

丹参的白花变型品

种。从近年来的研究中可发现，在医学界对丹参的研究远不及

白花丹参叶。为使丹参和白花丹参叶丰富的资源能够得到综合

利用，本文通过对丹参和白花丹参叶的化学成分药理研究及临

床应用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现报告如下。 

1  化学成分 

丹参中有脂溶性和水溶性两类有效成分。周凤琴[1]
等学者

证明丹参叶中主要含有酚酸类、黄酮类、皂苷类及香豆素类等

成分，主要的化合物为酚酸类，与根相比，水溶性成分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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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比根多，但脂溶性成分的种类含量比根少。研究发现，叶

中含有 0.5%～6.06%的丹酚酸 B，其中高于根国家标准含量的

成分有 4种，为综合开发利用丹参叶提供了科学依据。 

1.1 脂溶性成分  

研究发现，白花丹参大部分脂溶性成分含量明显高于丹

参。经有关检测表明，丹参中含有茎叶中没有的丹参酮 I和丹

参酮 A，丹参中含有成分种类与根不同的丹参酮类成分。 

1.2 水溶性成分  

水溶性成分包括酚酸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和微量元

素。秦海燕等[2]
研究发现，丹参地上部分含有较高的酚酸类成

分，生长旺盛期为 5～7 月份，此时叶中总酚酸的含量比传统

的秋季采收期高出 1.9 倍。 

1.3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杭亮等
[3]
对丹参和

白花丹参中各部位的总黄酮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丹参

叶的总黄酮含量为根的 91.38%,白花丹参叶的总黄酮含量为根

的 118.63%。 

1.4 微量元素  

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之一是中药中含有的微量元素。张玲

等[4]
对丹参和白花丹参茎叶中 17 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测

定，结果显示，在丹参和白花丹参的茎叶均含有较为丰富的微

量元素,其中 Mg、Ti、Co、Cu、Li、Mn 等 6 种元素在丹参叶中

含量高于白花丹参,而 Fe、Cd、B、Ba、Zn、Sn、Cr、Sr、V、

Ni、Pb 等在白花丹参叶中含量高于丹参,证明丹参和白花丹参

叶的药用价值极为重要。 

2  药理研究 

2.1 保护脑梗塞的作用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丹参在改善心脏功能和脂质代谢方

面具有良好的效果，而作为丹参的一个变型，白花丹参可通过

减轻细胞凋亡对脑梗塞起到显著的保护作用。 

2.2 抗氧化作用  

丹参叶中含有大量具有清除自由基作用的丹酚酸类化合

物,能有效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另外对糖尿病大鼠的动物实

验证实，其脑内的抗氧化酶活性在应用白花丹参叶水提物后显

著提高,且脂质的过氧化反应遭到抑制,通过调节一氧化氮的

生成,使过氧化损伤得到减轻[5]
。 

2.3 其它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证实，白花丹参叶水提物不仅在改善糖尿病

糖代谢紊乱状况方面具有长期稳定的效果，而且在对脑缺血的

保护方面，茎叶的效果明显强于根,说明丹参叶的潜在应用价

值不容忽视，值得开发。 

3  临床应用 

3.1 扁平疣的治疗  

马继榕[6]
通过对 26 例扁平疣患者运用丹参叶进行治疗，发

现全部患者的疣体均全部消失,皮肤光滑无痕迹,结果显示外

用丹参叶在扁平疣的治疗上疗效显著,无不良反应，治愈率可

高达 90%。 

3.2 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  

近来丹参叶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的报道

越来越多。多数学者认为丹参叶注射液对心电图及冠心病症状

的改善均具有与丹参注射液相近的疗效。因此我们相信，通过

更加深入的研究,丹参叶在不久的将来或许能在治疗冠心病方

面发挥与丹参相似的效果，起同等重要的作用。 

3.3 其它  

近年来，白花丹参茶在降低胆固醇,预防脑血栓及冠心病

等方面的疗效,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全部由白花丹参叶组成的

白花丹参茶,感观清澈、口味香醇。随着对丹参化学成分深入

研究和现代中药炮制技术的不断进步,丹参在医疗保健方面的

应用前景会更加广阔。 

4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丹参和白花丹参叶均具有稳定的药理

作用，黄酮类、酚酸类、微量元素以及丹参酮类化合物是二者

地上部分共有的化学成分。但目前在抗氧化和保护脑梗塞的药

理研究中仍以白花丹参叶为主，而对丹参叶的药理研究还很

少。因此,有必要对丹参叶中的未知成分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

鉴于目前丹参叶的临床应用很少，并且没有相关新药生产的现

状，我觉的对丹参叶主要化学成分的药理研究势在必行,以期

能扩大中药药源，为新药的研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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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是外科手术的一种并发症。现代医学从营养补充治疗效果不佳，祖国医学在此方面的讨论比较

少。我们认为，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病人的基本病机是气血亏虚，且很多病人有脾胃虚弱表现，所以治疗应在辨证论治指导下，补

益气血的同时注意益气健脾，必要时辅以京万红软膏外敷，效果是满意的。 

【关键词】中医药；内服；外敷；切口愈合不良 

【Abstract】Postoperative incision healing is a complication of surgical operation. Modern medicine from the supplement nutrient poor 

treatment results, discussion about the Chinese medicine in this area is relatively few. We think, the basic pathogenesis of adverse patient 

postoperative incision healing is the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and many people with weak spleen and stomach, so treatment should be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replenishing qi and blood and replenishing qi to invigorate the spleen, supplemented if necessary by 

Jingwanhong ointment, the effect is satisfactory.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Oral;External application;The poor incision healing 

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是指外科手术以后，因为某些原因，手

术切口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愈合、恢复。是外科手术的一种并

发症。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在外科手术后出现的几率虽然不是很

高，然而一旦发生就比较棘手。而且因为迁延不愈，会加重病

人经济负担，给病人身心造成相当大的伤害。我们通过长期的

临床实践，在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的中医药治疗方面，取得了一

定效果。以下谈谈我们的粗浅体会。 

1 中西医学对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的认识 

现代医学认为，影响切口愈合的主要因素为局部和全身两

个方面。局部因素中，术后伤口的感染会损害细胞和基质导致

局部炎症持续不消，甚至化脓，不利于组织修复以及创伤愈合，

尤其异物存留刀口边缘不能够直接对合，且被新生细胞和基质

连接阻隔，进而影响修复。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可导致组织缺氧

缺血，或包扎、缝合过紧而造成组织进一步损伤，也不利于愈

合。全身因素主要为营养不良。如蛋白质、维生素铁锌等微量

元素的缺乏或代谢异常；使用了大量的细胞再生抑制剂如皮质

激素；免疫功能低下或全身性严重并发症如多器官功能不全等

[1]
。相关的探讨如：孙国绍

[2]
分析脊柱手术切口延迟愈合的原

因，探讨促进愈合的方法认为脊柱手术切口延迟愈合的主要因

素为医源性；谭昌莲
[3]
探讨剖宫产切口愈合不良的相关因素及

预防，认为剖宫产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术后加强营养可减少切口愈合不良。但从临床实践来看，基于

以上认识，尤其是不存在术后感染的切口愈合不良的治疗上，

补充营养等内科疗法，效果不是很满意。 

祖国医学没有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直接的记载，但根据创伤

日久不愈的特点，可以与疮疡的久不收口相印证。中医治疗多

以内治外治相结合。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与祖国医学传统的认识

比较契合。如高冬等[4]
认为，人体的生新功能对于创伤修复以

及诸多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有着极为重要意义。严豪

杰等
[5]
认为中药在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溃疡中可以很有效的控

制感染,在腐肉基础上化腐生肌,改善局部血运,调节其生长因

子,可以很有效的促进其伤口早期愈合。可惜中医药治疗术后

切口愈合不良的临床研究的资料不多，可能是因为对中医药在

此方面的疗效不太自信，因而不敢尝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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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医药内外结合治疗术后切口愈合不良体会 

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孝经》）的影响，祖国医学历来有“重内科、轻外科”的流

弊。虽然汉魏时期的外科医生华佗即可进行死骨剔除、剖腹术

等同时期已属世界医学先进行列的大型手术，但后世外科手术

治疗方法却几乎停滞不前，虽有发展但也基本局限于金创等外

伤性疾病、疮疡等皮肤科疾病、正骨等骨伤科疾病的治疗，以

及痔漏等身体相对比较表浅部位的外科疾病治疗。所以在历代

典籍记载上，对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的认识及治疗方面的著述不

多。尤其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以来，现代医学在中国蓬勃发

展伴随的却是祖国医学日渐式微。新中国成立，在“西医向中

医学习”的号召之下，才逐步有西医医生主动使用中医学的方

法治疗某些现代医学疗效不很满意的疾病。文献检索发现，

近些年来，中医药治疗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的的探索比以前较

多。可能与西医学传入中国日久、尤其经过近几十年快速的发

展以后，现代医学的傲慢自信已变得较为冷静科学有关。不可

否认，也会有国力强大之后，国人对中医理论自信有所加强的

因素。这个趋势，对中医的传承发展，无疑是积极的。 

中医妇科产后病的治疗有一句行话“勿拘于产后，勿忘于

产后”，这一古训对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的治疗也颇有指导意义。

所谓的“勿拘于产后，勿忘于产后”，即治疗产后疾病的时候

不要拘泥于产妇气血俱虚而不敢用药；也不要忘记产妇产后气

血俱虚多瘀的身体状况而随意处方。我们认为，术后切口愈合

不良病人，除“瘀”之外，与妇人产后的身体情形和病机有很

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治疗过程也必须牢记记“勿拘于术后，勿

忘于术后”。剖腹等大手术后，皮损肉毁、失血耗元，病人气

血亏虚是必然的状态。如果平素既有身体虚弱，则气血亏虚现

象更加雪上加霜。所以治疗方法须中规中矩，药物选择也应中

正平和。各种治疗，都应在补气养血的基础上进行，才是妥当

之法。 

现代医学应激理论在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的探讨中也很有

价值。应该说，现代医学对应激理论的重视，是现代医学从“生

物医学”模式进步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重要特

征之一。应激理论[6]
研究了各种内外环境因素，诸如电击、中

毒、创伤等外因，压力、紧张、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环境以及恐

惧、紧张、焦虑等心理因素等内因，刺激机体以后出现的非特

异性全身反应。疾病本身除了其特定的损伤以及相关联的反应

外，很多时候都可以作为重要的心理应激原而给机体造成进一

步的影响和变化，不少的时候是损伤破坏。比如，应激状态，

能量的代谢率会明显升高，成年人安静状态下正常每天需要消

耗的能量约 2000 千卡，但是在大面积烧伤的病人，每天需要

消耗的能量可高达 5000 千卡。由此例证可知，大手术后病人

的能量消耗也会非常之大。另外，应激状态下糖原分解、糖异

生明显增强；肌肉组织分解增加，血液氨基酸浓度升高，机体

呈负氮平衡状态。持续强烈的应激状态下交感神经兴奋，神经

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相应发生改变，激素尤其糖皮质激素以及

儿茶酚胺水平的变化，会造成免疫功能的抑制甚至紊乱。此方

面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中医学会认为手术和产后是气

血俱虚的状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忧思、焦虑等情绪引起的

应激反应，可导致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的兴奋，使胃、肠道的

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少，尤其可导致胃、肠粘膜缺血而发生糜

烂、溃疡甚至出血，胃肠道运动状态的改变也会有腹胀、腹疼、

腹泻等症状。此种认识似可与中医“忧思伤脾”、“木旺乘土”

的机理相印证。祖国医学理论中，脾胃的功能非常受重视，所

以称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消化功能的正常

与否，直接关系到营养成分经肠胃吸收的效率，不仅仅对于切

口的愈合，对于整个身体的恢复、疾病的向愈，但是极其重要

的。 

基于以上讨论，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病人的基本病机是气血

亏虚。所以，补益气血应是基本调理方法，但要注意阴血不可

骤生、元气不可大补。而且很多此类病人都有脾胃虚弱表现，

所以亦要注意益气健脾。如果另有变证，则需根据祖国医学辨

证论治的原则，随证变化而治。 

外治方面，可以说祖国医学外用药物祛腐生肌的疗效是非

常独特的。有不少行之有效的名方传世。如生肌玉红膏、生肌

橡皮膏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

京万红软膏、橡皮生肌膏被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

派的中医药专家指导组认定为震伤后期伤口感染久不愈合的

治疗药物[7]
。王海博等

[8]
比较京万红软膏和生肌玉红膏在治疗

糖尿病足中去腐生肌作用的临床效果，认为玉红膏及京万红膏

在治疗糖尿病足湿性坏疽中达到去腐生肌目的的时间上基本

相同，但使用京万红膏可明显降低患者局部伤口的疼痛感。生

肌橡皮膏的药物组成为：当归、生血余、象皮粉、生地黄、龟

甲、生石膏、炉甘石等。而京万红软膏的成分就比较复杂，包

括地榆、地黄、半边莲、黄柏、紫草、金银花、红花、大黄、

川芎、血竭、乳香、没药等三十多种。相比之下显而易见，京

万红活血解毒、消肿止痛、去腐生肌作用更强。所以在术后切

口愈合不良病人，尤其有伤口红肿渗液等炎性表现时，加用之

非常合适。 

3  治疗方法 

3.1 内服方药组成 

当归 20g，川芎 20g，阿胶 15g，熟地 10g，党参 30g，黄

芪 20g，山药 30g，枸杞子 15g，山萸肉 15g。 

3.2 煎服方法 

头煎加水800ml，煎煮30min，取汁400ml；二煎加水6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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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煮 30min，取汁 300ml。两煎相混，分两次，早晚温服。 

3.3 加减方法 

脘腹胀满、纳差不思饮食加砂仁 15g、白豆蔻 15g、焦山

楂 20g；有内热表现加金银花 20g，连翘 15g，黄芩 10g；阴虚

低热表现加知母 12g，地骨皮 20g，鳖甲 30g。余辨证论治、随

症加减。 

3.4 外用药物 

京万红软膏适量外敷。无菌纱布遮盖，一日一次。 

4  典型病例 

金某某，53 岁，河南省舞钢市钢铁公司职工。有乙肝病史，

肝损害逐步加重积累，出现肝硬化腹水。2008 年 9 月，来院行

脾切手术。因其妹夫为我院内科主任，其妹为医院护士，因此

术后即送至内科特优病房治疗休养。术后 2 周，切口仍不愈合，

但无红肿、渗血、开裂等特殊表现。经内外科常规治疗而效果

不显。其妹趁其妹夫外出参加学习班时求治于中医。初诊时见：

脉细弱，舌红，午后低热，不咳嗽咳痰，血常规无异常。纳食

甚差，不思饮食，每日进食总量仅半碗稀饭。考虑病人病机，

肝病迁延日久，气血俱虚；肝为风木之藏，脾胃中土，木旺乘

土、脾胃虚弱也是必然之理。后天之本虚弱，气血生化乏源则

虚弱更甚。阴血亏虚而阳亢则低热，肌肤失于充养则生新无力

而刀口不能及时愈合。因此告知病人，可以在补养气血的基础

上，先以调理脾胃为主，三五天即可如常。纳食佳则气血生化

有源，生新之力充足，切口也会及时愈合。而低热则需慢慢调

理，大概 2周可愈。因为刀口创面无红肿渗出，遂不建议外用

中药药膏外敷。以补养气血、调理脾胃为大法处方：当归 20g，

川芎 20g，阿胶 12g，熟地 10g，党参 30g，黄芪 20g，山药 30g，

枸杞子 15g，山萸肉 15g，砂仁 15g，白豆蔻 15g ，焦山楂 20g，

木香 12g，炒莱菔子 20g，甘草 5g。三剂水煎服。二诊，病人

自述服药 2剂后胃口大开，甚至要求妻子买猪蹄解馋。告知病

人不可骤进油腻难消食物，以清淡、有营养、好消化为原则，

以免重复伤胃。以生地黄易熟地黄，稍减健脾之品而加凉血退

虚热药物，处方：当归 20g，川芎 20g，阿胶 12g，生地 10g，

党参 30g，黄芪 20g，山药 30g，山萸肉 15g，砂仁 12g，白豆

蔻 12g，焦山楂 20g，牡丹皮 12g，知母 12g，地骨皮 20g，甘

草 5g。三剂水煎服。三诊，病人食饮如常，切口已明显向愈，

低热亦有改善。效不更方，三剂水煎服。四诊，病人手术切口

已愈合，主刀医生告知可于近日拆线。低热亦有明显改善。至

六诊服药 15 日时，病人诸证悉除，食饮如常而痊愈出院。 

5  小  结 

综上，我们认为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病人的基本病机是气血

亏虚，且很多此类病人都有脾胃虚弱表现，所以治疗时应在辨

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在补益气血的同时要注意益气健脾。外

治辅以京万红软膏外敷，治疗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效果是满

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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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比较中药大黄、芒硝封包治疗与常规换药方法在治疗剖宫

手术后腹部切口愈合不良中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130

例剖宫手术后患者，观察组 65 例，采用中药大黄、芒硝封包治疗，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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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灸与电针治疗梨状肌综合征临床疗效比较 

Clinical Efficacy Comparison of Piriformis Syndrome with Warming Needle 

and Electro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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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比较温针灸和电针对梨状肌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5 例门诊病人随机分为温针灸组和电针组，

温针灸组共 61 例，电针组共 64 例，将治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温针灸组痊愈 19 例（占 31.1%），好转 35 例（占 57.3%），

未愈 7 例（占 11.5%），总有效率 88.5%；电针组痊愈 15 例（占 23.4%），好转 40 例（占 62.5%），未愈 9 例（占 14.1%），总有效

率 85.9%；两治疗组疗效未形成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温针灸和电针对梨状肌综合征均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梨状肌综合征；温针灸；电针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warming needle and electroacupuncture for treating piriformis 

syndrome.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five patients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two groups: warming needle group and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there were 61 cases in warming needle group and 64 cases in another group,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In the warming needle group, cure rate occurred in 19 cases(31.3%), improvement in 35 cases(57.3%) and ineffectiveness in 7 

cases(11.5%),with a total efficact rate of 88.5%;In the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cure rate occurred in 15 cases(23.4%),improvement in 40 

cases(62.5%) and ineffectiveness in 9 cases(14.1%),with a total efficact rate of 85.9%;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two groups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P>0.05). Conclusions: Warming needle and electroacupuncture show good effect on piriformis syndrome. 

【Keywords】Piriformis syndrome;Warming needle; Electroacupuncture 

梨状肌综合征是由于梨状肌充血、水肿、痉挛、肥厚的刺

激或压迫坐骨神经以及解剖变异，引起以一侧、双侧臀部酸胀、

疼痛，伴大腿后侧或小腿后外侧放射性疼痛，甚至活动受限等

为主的临床综合征，属中医“痹症”范畴。笔者将 2004～2008

年门诊收治的125例梨状肌综合征病人随机分为温针灸组和电

针组进行对比观察，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均来源于三门峡市中心医院针灸科门诊患者，共

125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温针灸组和电针组。其中温针灸

组共 61 例，男性 37 例，女性 24 例，年龄 29～70 岁，病程 21d～

2 年；电针组共 64 例，男性 41 例，女性 23 例，年龄 30～68

岁，病程 24d～2 年。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明显差异。 

1.2 纳入标准   

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
关于梨状肌综合征的诊

断标准：有外伤或受凉史；常发生于中老年人；臀部疼痛，严

重者患侧臀部呈“持续性”、“烧灼样”剧痛，伴有下肢放射痛，

跛行或不能行走；臀部梨状肌部位压痛明显，并可触及条索状

硬结，直腿抬高在 60°以内疼痛明显，超过 60°以后疼痛减

轻，梨状肌紧张实验阳性。 

1.3 排除标准   

6 个月内有心肌梗死、脑血管意外等危重症病史者；合并

有肿瘤、糖尿病及血液病患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年龄小于

15 岁或大于 75 岁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部小关节紊乱、腰

椎结核、椎管狭窄症所致的坐骨神经痛。 

2  治疗方法 

2.1 温针灸组   

取环跳、阿是、委中、承山、昆仑、悬钟穴，阿是穴及环

跳穴以 2cm 长艾卷置于针柄点燃，下垫纸板以免烫伤，灸两壮，

每日一次，共治疗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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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针组   

取穴同温针灸组，采用 G6805—1 型电针仪，接于局部阿

是穴及环跳穴，疏密波，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30min，每

日一次，共治疗 10 次。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1]

治愈：臀腿痛消失，梨状肌无压痛，功能恢复正常；好转：

臀腿痛缓解，梨状肌压痛减轻，但长时间行走仍痛；未愈：症

状、体征无改善。 

3.2 温针灸与电针对梨状肌综合征疗效比较   

由表 1 可见，温针灸组痊愈 19 例（占 31.1%），好转 35

例（占 57.3%），未愈 7例（占 11.5%），总有效率 88.5%；电针

组痊愈 15 例（占 23.4%），好转 40 例（占 62.5%），未愈 9 例

（占 14.1%），总有效率 85.9%；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经卡

方检验， x 2
值=0.187，两治疗组疗效未形成显著性差异（P

＞0.05）。 

表 1  温针灸与电针对梨状肌综合征疗效比较(例) 

组别 n 痊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温针灸组 61 19（31.1%） 35（57.3%） 7（11.5%） 88.5 

电针组 61 15（23.4%） 40（62.5%） 9（14.1%） 85.9 

4 讨  论 

梨状肌损伤是导致梨状肌综合征的主要原因
[2]
，大部分患

者都有外伤史，如闪、扭、跨越、站立、肩扛重物下蹲、负重

行走及受凉等。某些动作如下肢外展、外旋或蹲位变直位时使

梨状肌拉长、牵拉而损伤梨状肌。梨状肌损伤后，局部充血水

肿或痉挛，反复损伤导致梨状肌肥厚，造成梨状孔狭窄
[3]
，可

直接压迫坐骨神经而出现梨状肌综合征。其次，梨状肌与坐骨

神经的解剖关系发生变异，也可导致坐骨神经受压迫或刺激而

产生梨状肌综合征。艾灸具有温经通络、行气活血、祛湿散寒、

温补中气、回阳固托等作用。温针利用针体将热能带入人体的

深处，能更好地起到温通气血、消瘀散结、扶正驱邪、促进瘀

血及炎性渗出物的吸收、改善关节活动的作用。现代针灸研究

认为艾灸有较好的抗炎作用，且艾灸时产生的红外线可明显降

低周围神经兴奋性而解痉止痛，并且其中近红外线占主要成

分，能穿透较深的组织，出现某些活性物质使组织器官的代谢

和产热得到加强，利于组织功能恢复。温针灸可改善局部血管

舒张功能，局部水肿病变的患者通过舒张血管、改善血液运行，

使局部水肿很快得以消除，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4]
。电针

疗法属非特异性疗法，有完整的科学理论，它的治疗作用有三

个鲜明的特征，即良性、调整作用的双向性和整体性。电针对

各种痛症有良好的止痛作用，这是它的显著特色之一，电针镇

痛机理是电针的作用激活了脑内存在的内源性镇痛系统或内

源性痛觉调制系统（Endogenous Pain Modulating System），

它是以脑室—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为中心，联结延髓内侧网状

结构，通过大行抑制通路，对脊髓背角和三叉神经脊束核的痛

觉初级传入活动，进行抑制性控制，分别对躯体和头面部疼痛

进行控制。在下行抑制途径中有内啡肽、5—HT、去甲肾上腺

素等的参与。经临床观察，温针灸与电针均对梨状肌综合征有

良好的治疗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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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灸与电针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疗效对比观察

目的:比较温针灸与电针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治疗效果.方法:将

86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3 组,其中温针灸组 30 例,电针

组 30 例,单纯针刺留针组 26 例.对不同组别 2 个疗程后的疗效情况进行综

合比较.结果:3 组疗效率无显著差异(P＞0.05)；温针灸组、电针组分别与

单纯针刺留针组进行等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温针灸组与

电针组疗效等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温针灸与疏密波

电针均比单纯针刺留针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疗效好；尚不能认为温针灸

与电针治疗膝骨关节炎疗效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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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便秘的眼针疗法 

Eye acupuncture therapy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胡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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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眼针对功能性便秘治疗的临床疗效及临床常用方法及注意事项。方法：用眼针疗法按眼部反应区进行

针刺，选穴方法有三种，①循经选穴：仔细观察眼部球结膜上各经区或穴区，凡有血管形态或色泽变化的，并在相应的脏腑器官

有病变的，就取该穴。②看眼选穴：不论什么病，只依据经穴区内血管形态、色泽变化，凡变化明显者，即取该穴。③选穴时可

据病情取一侧或双侧。结果：眼针疗法对功能性便秘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且未见明显不良作用。结论：用眼针疗法可有效治疗功能

性便秘，尤其对一些功能性便秘患者效果更佳，值得临床进一步学习与推广。 

    【关键词】眼针；功能性便秘；八区十三穴；特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ment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nd commonly used method and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Methods: Acupuncture with eye acupuncture therapy by eye reaction zone. Results: the eye acupuncture 

therapy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and no significant adverse effect on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Conclusion: eye acupuncture therapy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especially for som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patients with better effect, it is worth further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Eye Acupunctur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Eight thirteen points;Effects 

眼针是以《易经》的阴阳八卦学说、中医学的五轮八廓学

说、脏腑经络学说等为理论依据，以观察眼球结膜络脉形色变

化为诊病手段，以毫针刺激眼球周围和眼眶边缘特定的八区十

三穴的一种针灸方法，凡属针灸治疗的适应证均可用眼针穴位

治疗。功能性便秘是指缺乏器质性病因，没有结构异常或代谢

障碍，又除外肠易激综合征的慢性便秘。功能性便秘患者可以

有粪便坚硬、排便困难、便不尽感和便次减少等表现。眼针治

疗对轻度溃疡性结肠炎及功能性便秘有比其他保守疗法更快

捷更显著地疗效。 

1  操作方法 

1.1 取穴 

眼针选穴有三种方法。 

循经选穴：仔细观察眼部球结膜上各经区或穴区，凡有血

管形态或色泽变化的，并在相应的脏腑器官有病变的，就取该

穴。 

看眼选穴：不论什么病，只依据经穴区内血管形态、色泽

变化，凡变化明显者，即取该穴。 

选穴时可据病情取一侧或双侧。 

1.2 刺法 

一般用 32 号半寸毫针。进针前，先以左手指按压固定眼

球，使眶内皮肤绷紧，右手持针，轻轻刺入。可直刺或横刺。

直刺时达骨膜即可，不能过深；横刺为沿皮刺入，由经区边缘

进针，不可超越所选的经区，针刺入以 2～4 分为宜。进针后

可略作提插捻转，动作要轻巧。目的是使之得气，得气感通常

为触电感、酸、麻及凉、热等。留针时间一般为 10～15 分钟，

可每隔 5分钟运针 l次，方法是以拇指甲轻刮针柄，或轻微捻

转，幅度以不超过 10 度为宜。 

1.3 眼针的各种刺法 

1.3.1 点刺法  

在选好的穴位上，一手按住眼睑，病人自然闭眼，在穴区

轻轻点刺五次到七次，以不出血为度。  

1.3.2 眶内刺法  

在眶内紧靠眼眶眼区中心刺入，眶内针刺是无痛的，但要

手法熟练，刺入准确。眶内都用直刺，针尖向眼眶方面刺入。

进针 0.5 寸。手法不熟时，切勿轻试。   

3  适应病症 

便秘从病因上可分为器质性和功能性两类。  

3.1 器质性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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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  

①肠管器质性病变：肿瘤、炎症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肠腔狭

窄或梗阻。  

②直肠、肛门病变：直肠内脱垂、痔疮、直肠前膨出、耻

骨直肠肌肥厚、耻直分离、盆底病等。    

③肠管平滑肌或神经源性病变。

④结肠神经肌肉病变：假性肠梗阻、先天性巨结肠、巨直

肠等。   

 如果便秘无上述等明确病因，称为功能性便秘（chronic 

functional constipation，CFC）。在有便秘史的人群中，功

能性便秘约占 50%。  

3.2 功能性病因  

功能性便秘病因尚不明确，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  

①进食量少或食物缺乏纤维素或水分不足，对结肠运动的

刺激减少。  

②因工作紧张、生活节奏过快、工作性质和时间变化、精

神因素等干扰了正常的排便习惯。  

③结肠运动功能紊乱所致，常见于肠易激综合征，系由结

肠及乙状结肠痉挛引起，除便秘外同时具有腹痛或腹胀，部分

病人可表现为便秘与腹泻交替。  

④腹肌及盆腔肌张力不足，排便推动力不足，难于将粪便

排出体外。  

⑤滥用泻药，形成药物依赖，造成便秘。

⑥老年体弱、活动过少、肠痉挛导致排便困难，或由于结

肠冗长所致。 

眼针用于治疗功能性便秘效果较好，此外，眼针尚可用于

中风、头痛、牙痛、急性扭挫伤、坐骨神经痛、痛经、胃痉挛

等治疗。 

4  注意事项 

眼针时要避免刺伤眼球。在针刺左眼第八区及右眼第四区

时，不能过深，以防误伤内毗动脉，造成出血。眼睑肥厚，眼

睑静脉明显或局部有病损的，应慎用眼针。 

5  讨  论 

张仲景说：“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

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拥塞不通，为外皮肤

所中也……”仲景论三因，首先着重提出经络，所以便秘病症，

为大肠经属病而立论。《金匮要略》说：“邪在于络，肌肤不仁；

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与腑，即不识人；邪入与脏，舌即

难言，口吐涎”。简要描述了疾病主要在经络为病。眼针疗法

之所以能取效，在于治其经脉。眼针在我国古典医籍中从无记

载，眼针穴区不同于眼睛周围的其它腧穴，它具有一套较完整

的理论、独特的穴区、取穴原则和针刺方法，具有针具小、取

穴少、针刺浅、手法轻、操作简、见效快、不用宽衣解带、不

受场合限制等特点，可广泛适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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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脉四逆汤治疗中晚期癌性发热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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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临床观察通脉四逆汤加减对中晚期癌性发热的疗效。方法：将 60 例中晚期癌性发热的患者采用简单随机对

照方法分为联合治疗组（简称治疗组，30 例）与观察组（简称观察组，30 例）。治疗组采用通脉四逆汤加减治疗，观察组采用解

热镇痛药或糖皮质激素等药物进行治疗。观察两组发热症状的变化、Karnofsky 评分。结果：临床观察显示，在发热症状变化、

Karnofsky 评分，治疗组均优于观察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脉四逆汤加减治疗中晚期癌性发热，能

够有效的改善发热及提高生存质量的作用，是治疗中晚期癌性发热的有效方剂。 

【关键词】通脉四逆汤方；中晚期癌性发热；临床研究 

【Abstract】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ar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ong  Mai Si Ni Tang in treating the 

advanced cancer fever.Methods: The study started with 60 confirmed advanced cancer feverpatients who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The clinical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advanced cancer fever by Tong Mai Si Ni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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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30 patients with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ong  Mai Si Ni Tang . The other 30 patients within the Controlled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ntipyretic analgesics or corticosteroids only. The patient′s circumstance such as：cancer fever，karnofsky score, were then 

observed. Results: In the clinical study,  in part of the major clinical symptoms such as: cancer fever，karnofsky score,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ong  Mai Si Ni Tang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e advanced cancer fever, and that Tong  Mai Si Ni Tang may effectively improve heat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s of treatment. 

【Keywords】Tong  Mai Si Ni Tang；The Advanced cancer fever；The Present study 

近年来，癌症发病率逐年升高，且一部分在确诊时已属中

晚期。癌性发热为中晚期癌症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包括感

染性发热和非感染性发热，其中直接与肿瘤相关的癌性发热约

占恶性肿瘤发热中的 40%
[1]
。在临床治疗时，目前多采用解热

镇痛药和糖皮质激素等药物治疗，虽体温可以得到临时改善，

但仍易反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寻找既可以退

热，又可以得到临床控制，已经成为我们医学界急需解决的重

要课题之一。因此从中医药方面研究筛选安全有效的治疗方

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临床价值。本文旨在研究观察通脉

四逆汤对中晚期癌性发热的疗效。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选择   

采用随机对照设计方法，参照《常见恶性肿瘤诊断规范》
[2]
选择60例患者。纳入标准：①病理已确认为Ⅲ、Ⅳ期多种中 

晚期癌症患者；②年龄45～71岁，预计生存期在1个月以上；

③卡氏评分>50 分；④愿意接受本方案治疗，能坚持用药、依

从性好者。排除标准：①有严重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血液系

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者；②精神障碍性疾病

者；③活动性结核及其他严重性疾病者；④并发严重感染者。 

2 一般资料 

    60例患者体温在37.5℃～38.5℃之间，随机分为两组，治

疗组 30 例，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46～70 岁，平均年

龄（58.4+9.7）岁；Ⅲ期 14 例，Ⅳ期 16 例。观察组 3018 

例，例，男女12例。年龄47～71 岁，平均年龄（57.5+10.5）

岁； Ⅲ期13例，Ⅳ期17例。两组在发病部位分布情况（见表

1）、性别、年龄、病情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0.05），具有可比性。

表 1  两组患者发病部位分布情况（例） 

发病部位 组别 例数 

肺 食管 肝 结肠 宫颈 卵巢 胰腺 淋巴 乳腺 

治疗组 30 8 6 3 1 2 1 2 2 5 

观察组 30 7 8 1 2 1 1 3 3 4 

总计 60 15 14 4 3 3 2 5 5 9 

3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通脉四逆汤：附子 15g，干姜 9g，甘草 6g，生

龙骨 15g，生牡蛎 15g ，随证加减：高热者，加用生石膏 20g；

面色赤者，加用葱九茎；咽痛者，加用桔梗 10g；大便不通者，

加用全瓜蒌 15g；大便稀溏者，加用桂枝 10g；腹痛者，加用

芍药 12g。由医院制剂室统一煎煮，真空包装，每次 100mL，

每天 3次，疗程 3周。观察组采用地塞米松 5mg 静注，或吲哚

美辛栓 1 粒纳肛。两组患者均接受相同的基础治疗，包括 5%

葡萄糖注射液 250mL，生脉注射液 60mL，静脉滴注，每日 1次；

或 5%葡萄糖注射液 250mL，康艾注射液 40mL，静脉滴注，每日

1次；或复方氨基酸 500mL，静脉滴注，每日 1次。观察期间，

对于出现感染、出血等并发症的患者，则退出本次研究。两组

患者在观察期间均不接受其他治疗方案或药物。 

4  观察项目 

4.1 中医症候积分 

参照文献[3]
拟定,按正常、轻、中、重分为   0、1、2、3

级积分，以积分值下降≥2/3 为显效，积分值下降≥1/3   为

有效，积分值下降＜1/3 为无效。 

4.2 生存质量 

[
按 Karnofsky 活动状态分级评分

4]
,凡治疗前后   分级 评分

增加或减少大于10分“升高”或“下降”，增加或减少超过

10分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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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0.0 分析软件进行处理，计量结果用 x ±s 表

示，用 t检验进行组间显著性测定。技术资料用 x 2  
检验。

5  结  果 

5.1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疗效比较（见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后发热症状，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所改善

（P<0.05）；治疗组在改善发热症状方面，优于观察组

（P<0.05）。 

表 2  两组临床症状疗效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0 2.13±0.75 1.12±0.66
*Δ
 

观察组 30 2.00±0.64 1.75±0.71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P<0.05；与观察组治疗后比较，

Δ
P<0.05 

5.2 两组患者 Karnofsky 评分比较（见表 3） 

观察组 Karnofsky 评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治

疗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与观察组治疗

后比较，差异也有显著性（P<0.05）。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 Karnofsky 评分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0 47.92±10.26 66.80±12.14
*Δ

观察组 30 48.60±11.33 55.17±9.15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P<0.05；与观察组治疗后比较，

Δ
P<0.05 

6  讨  论 

癌性发热在中晚期肿瘤患者中比较常见，部分患者不需特

殊处理，则可自行缓解，但是大多数需用药干预，往往西医采

取激素或解热镇痛药等治疗，但疗效不甚满意，且常出现不同

程度的副作用。中医认为癌性发热属于祖国医学“内伤发热”

的范畴，其病因病机多由于恶性肿瘤所导致体内阴阳失调，脏

腑气血虚损，痰湿瘀毒内蕴化火；故气血阴阳亏虚为本，热、

痰、瘀、毒为标。临床常将癌性发热辨证论治分为：虚证：气

虚发热、阴虚发热、血虚发热；实证：湿热蕴结、热毒炽盛、

毒瘀互借、肝气郁结[5]
。综合临床观察中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虚证，故常见虚性发热。症状上常见发热，面

色赤，精神萎靡不振，神志恍惚等。而张仲景《伤寒论》第 281

中提到“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提示少阴病全身

衰竭，以阴阳两虚为主，阳虚为重。第 317 条“少阴病，…，

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通脉四逆汤主之。”廖厚泽观

点认为，肿瘤发热，外有热而内有寒。其治疗总原则扶正（姜

桂附），又癌症必须用温化药，若多用凉药，则应手而毙[6]
。因

此，选择了通脉四逆汤加减治疗中晚期癌性发热。 

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组（通脉四逆汤加减组）和观察组

（激素或非甾体药物）患者在治疗后发热症状，与治疗前比较，

均有所改善（P<0.05）；治疗组在改善发热症状方面，优于观

察组（P<0.05）。而观察组在 Karnofsky 评分治疗前后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与观察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也有显著性（P<0.05）。 

综上所述，通脉四逆汤加减治疗中晚期癌性发热具有较好

的临床效果，但是其近期疗效肯定，明确的远期疗效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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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蛰虫丸为主治疗晚期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极难治之症，化疗效果欠佳，而且副

作用较大，根据中医观点，其病因病机是气虚、气郁导致血瘀内结，通过

运用大黄蛰虫丸加减之方治疗恶性肿瘤，既达到了活血祛瘀的目的，又避

免了西医化疗带来的副作用，提高了恶性肿瘤患者生存的质量和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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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非替尼联合鸦胆子油乳剂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的疗效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Gefitinib and Brucea javanica oil emulsion (BJOE)for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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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探讨吉非替尼联合鸦胆子油乳二线对晚期 NSCLC 的疗效的影响。方法：将 58 例晚期 NSCLC 随机分为

两组，每组 29 例，所有研究对象均给予吉非替尼，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鸦胆子油乳，所有患者每月随访复查一次，比较

两组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以及生存资料的资料。结果：治疗组的临床疗效疾病控制率为 79.3%，明显优于对照组 58.6%，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疾病中位 PFS 为 11 个月；对照组的 PFS 为 6 个月；治疗组中位生存时间(MST) 为 17 个月；对照

组的 MST 为 12 个月；两组的不良反应是骨髓抑制及消化道反应，治疗组好于对照组；并能改善治疗组 KSP 评分，故和常规放化疗

比较，不良反应程度较轻。结论：吉非替尼联合鸦胆子治疗老年晚期 NSCLC 患者，其疗效较好，能提高患者生存率，有明显的生

存疗效；因其不良反应少，患者有较好的耐受性，故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鸦胆子油乳剂；吉非替尼；非小细胞肺癌 

【Abstract】 objective：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and safety of Gefitinib and Brucea javanica oil emulsion (BJOE) 

o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SCLC . Methods:58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ol group (n=29) 

and the treatment group(n=29);All patients were given Gefitinib;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given Brucea javanica oil emulsionas anti-tumor 

therapy as well.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monthly review once, compared two groups of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security, and 

survival data information. Results：after treatment,  the disease control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was 79.3%,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58.6%.For the treatment groups, median survival time was 17 months,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 

was 11 months，In the control group, median survival time was 12 months, 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 was 6 months, there 

was a significandifference(P<0.05).And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reactions were  neutropenia and digestive tract reaction；improved the 

KFS scor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 was lighter. Conclusion：the gefitinib and Brucea javanica oil emulsion we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advanced NSCLC，can improve dsurvival rate，reduce the level of tumor markers；because of few side effects and well 

tolerance，It is worth expanding the clinical usage of the preparation. 

【Keywords】Gefitinib; Brucea javanica oil emulsion; NSCLC 

肺癌是影响人类健康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在肺癌发病群体中占

有主要地位，而绝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是Ⅲ或Ⅳ期，已经丧失

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以放化疗为主以及分子生物靶向治疗成

为重要治疗手段。 

肿瘤患者在接受放、化疗的同时，因其对放化疗不甚敏感，

预后极差，加之其副反应大，大多数患者无法坚持完整化疗。

故在我国中成药在抗肿瘤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吉非替尼

是作为治疗晚期 NSCLC 的分子靶向药物被广泛应用
[2]
；本研究

用吉非替尼联合鸦胆子油乳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取

得了很好的疗效，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 2008 年 9月至 2011 年 3月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肿瘤

科住院老年晚期 NSCLC 患者 58 例，包括鳞癌 11 例、腺癌和肺

泡癌 38 例、腺鳞癌 5例、其他 4例，其中男 36 例，女 22 例，

年龄 58～73 岁，平均年龄（68.4±6.5）岁，入组标准：①所

有患者均有胸部影像学和病理学诊断支持；②按 1997 年 AJCC 

肺癌分期方法，临床分期为Ⅲb或Ⅳ期；③ECOG PS 评分 0分～

2分；④预计生存期>3 个月；⑤血常规及肝、肾、心、肺功能

无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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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根据入组标准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control 

group,CG, n=29）和治疗组（treatment group, TG,n=29）。

两组均给予吉非替尼（易瑞沙，英国阿斯利康有限公司生产） 

250 mg/d，30 d 为 1 个治疗周期。治疗组加用鸦胆子油乳（浙

江三九药业生产）30ml 加入 0.9％氯化钠 250 ml 静脉滴注。

每天 1次，30d 为 1个疗程。 

1.3 临床随访 

所有患者在疗效确定之后每1个月随访1次，复查血常规、

生化、肿瘤标记物，必要时行影像学检查，直到疾病进展、死

亡或发生不可耐受的不良反应的发生为止。无疾病进展生存时

间(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 定义为从入组开始到

肿瘤进展的生存时间；总生存时间为从入组开始至死亡时间或

末次随访时间；随访截止为 2011 年 3 月 30 日，其中 39 例死

亡。 

1.4 疗效及不良反应评价 

①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疗效评价标准参照 WHO 实体

瘤疗效的评价标准：完全缓解（CR）：肺癌病灶完全消失，维

持时间超过 1 个月；部分缓解（PR）：肺癌病灶体积缩小>50％，

维持时间超过 1 个月；稳定（SD）：肺癌病灶缩小率在 25％～

50％之间；进展(PD)：肺癌病灶增大>25％或者有新的病灶出

现。总缓解率=CR+PR。②观察两组患者中位生存期和中位 PFS

等生存指标，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定义为从入组至有客观证据证实的病灶进展或有新发病

灶的时间。③观察治疗组患者恶心呕吐、皮疹、腹泻、中性粒

细胞减少、贫血、口腔溃疡、血小板计数减少、肝功能异常等

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④观察生活质量：采用 KPS 标准，KPS

评分提高≥10 分为提高，减少≥10 分为降低，变化在 10 分之

内为稳定。 

1.5 统计学处理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两组

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各组间多重比较方差齐的用LSD，方差不齐的用Tamhane’s 

T2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使用 x 2
检验。生存分析采

用 Kaplan-Meier 法，对生存资料进行 Log rank 检验，多因素

分析采用 Cox 法，采用 SPSS 17.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P<0.05

认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疗效评价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冶疗效果（如表 1）所示，治疗组 CR

有 0 例，PR 有 9 例，SD 有 14 例，PD 有 6 例，总有效率 ORR

为 31.0%，疾病控制率 DCR 为 79.3%；而对照组有 CR 有 0例，

PR 有 5例，SD12 例，PD 有 12 例，总有效率 ORR 为 17.2%，疾

病控制率 DCR 为 58.6%。比较两组的 DCR，差异明显有统计学

意义（P<0.05）。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n(％)]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n 29 29 

CR 0 0 

PR 9（31.0） 5（17.2） 

SD 14（48.3） 12（41.4） 

PD 6（20.7） 12（41.4） 

ORR 9（31.0） 5（17.2） 

DCR 23（79.3）
*
 16（58.6） 

注：
*P＜0.05 

2.2 两组生存率比较 

治疗组疾病中位 PFS 为 11 个月，95％可信区间为 4～14

个月；对照组的 PFS 为 6 个月，95％可信区间为 3～9 个月，

治疗组中位生存时间(MST) 为 17 个月，95％可信区间为 5～20

个月；对照组的 MST 为 12 个月，95％可信区间为 4～17 个月，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不良反应 

   在观察 58 例患者中，主要的不良反应是骨髓抑制及消化

道反应，（如表2）两组的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2  治疗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转氨酶升高 恶心呕吐 血小板减低 白细胞减低 红细胞减低 贫血 脱发

对照组 29 8（27.6） 3（10.3） 9（31.0） 15（51.7） 14（48.3） 14（48.3） 1（3.4） 

治疗组 29 5（17.2） 4（13.8） 6（20.7） 11（37.9） 10（34.5） 10（34.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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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SP 评分 

治疗组KSP 评分改善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表3  治疗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比较[n(％)]  

组别 例数 提高 降低 稳定

对照组 29 17（58.6） 6（20.7） 6（20.7） 

治疗组 29 20（69.0） 5（17.2） 4（13.8） 

3 讨  论 

肺癌是目前影响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每年约 80％的新增病例为非小细胞肺癌，其中 80％以远

处转移或局部浸润为主要表现，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一

般生存期仅8～10 月，5 年生存率仅7％～13％[3]。目前，铂类

为基础的两药方案是晚期 NSCLC 主要的治疗手段，但传统化

疗药物均为细胞毒性药物具有明显的不良反应[4]，特别是对老

年患者，其化疗风险大大增加；常出现致命性不良反应。故需

要不断将新技术应用于肿瘤治疗；而靶向治疗药物因其疗效

好，不良反应少，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吉非替尼是一种口服酪氨酸激酶受体抑制剂，在细胞的信

号传导通路中EGFR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该受体一旦被激活，

细胞信号传导通路即启动细胞增殖、血管生成反应，最终引起

肿瘤生长；吉非替尼作为分子靶向治疗的代表性药物，在延长

肺癌患者生存期以及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均显示出较好的疗效

[5]。 

鸦胆子油乳剂是由苦木科植物鸦胆子的成熟果实中提取

的有效成分，主要成分为油酸和亚油酸。实验证明鸦胆子油乳

为细胞周期非特异性抗癌药，与癌细胞有较强的亲和力，能在

癌细胞周围黏附较长时间，使抗癌药物增加向癌细胞内渗入的

机会，能明显抑制肿瘤细胞 DNA 的合成，配合化疗及放疗有

增效减毒作用[6]。 

本研究吉非替尼联合鸦胆子应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患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具体相关数据如下： 首先用此方

案治疗后，治疗组的临床疗效疾病控制率为 79.3%，明显优于

对照组 58.6%，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疾病

中位 PFS 为 11 个月，95％可信区间为 4～14 个月；对照组的

PFS 为 6 个月，95％可信区间为 3～9 个月，治疗组中位生存

时间(MST) 为 17 个月，95％可信区间为 5～20 个月；对照组

的 MST 为 12 个月，95％可信区间为 4～17 个月，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不良反应是骨髓抑制及消化道反

应，治疗组好于对照组；并能改善治疗组 KSP 评分，故和常规

放化疗比较，不良反应程度较轻。

总之，吉非替尼联合鸦胆子治疗老年晚期 NSCLC 患者，

其疗效较好，能提高患者生存率，有明显的生存疗效；因其

不良反应少，患者有较好的耐受性，故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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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西医结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疗法消瘤汤配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临床治疗效果。方法：将 2009 年 7 月～2010 年 10 月期间于我院住院治疗

的70 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各35 例，两组间患者各项指标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均应用

NP方案进行治疗，实验组在化疗的同时加服消瘤汤。观察治疗 3 个周

期。观察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以及生活质量的前后差异。结

果：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生存治疗均有改善提高（P<0.05），且实验组的改

善情况较对

照组相比更加明显（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疗法消瘤汤配合化疗能够

显著改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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