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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补肺汤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１０４例支气管哮喘患慢性持续期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５２例，对照组患
者予以常规内科治疗，治疗组患者在进行对照组常规内科治疗的同时，另予以补肺汤进行中医药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９６．１５％，对照组为８４．６２％，两组
比较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临床症状、体征评价积分方面，治疗结束后治疗组相比于治疗前两组患者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且治疗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肺功能改善方面，治疗组治疗后ＰＥＦ显著高于治疗前（Ｐ＜０．０５），且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结果（Ｐ＜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运用补肺
汤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可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中医药治疗；补肺汤

　　支气管哮喘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发病率较高，患者多表现为反复
发作性喘息、咳嗽，同时伴有胸闷气短等症状。慢性持续期患者通常在较长的

一段时间内反复出现哮喘症状，发作频率在１次／ｄ至１次／周之间不等，对患者
日常生活及工作均构成不良影响。笔者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期间对
５２例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实施中医药治疗，收到满意疗效。现报告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本次研究选取１０４例于我院就诊的支气管哮喘患慢性持

续期者，均符合《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１］中关于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标准。将全

部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５２例，治疗组中男３０例，女２２例；年龄２６～
５７岁，平均年龄（４４．３±１１．６）岁；病程最短１１个月，最长１９年，平均病程１２．３
年；临床症状、体征评价积分（２０．１２±３．８）分。对照组中男３４例，女１８例；年龄
１９～６２岁，平均年龄（４５．７±１２．２）岁；病程最短１．２年，最长２３年，平均病程
１３．４年；临床症状、体征评价积分（２０．３６±４．２）分。两组患者在一般情况方面
比较差异性不大（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予以强的松１０ｍｇ，ｐｏ，ｑｄ；头胞哌酮舒巴坦２．

５ｇ，ｉｖｇｔｔ，ｂｉｄ；左氧氟沙星０．４ｇ，ｉｖｇｔｔ，ｑｄ；舒氟美０．２ｇ，ｐｏ，ｂｉｄ；安普索６０ｍｇ，ｐｏ，
ｂｉｄ；上述治疗１０ｄ为一个治疗周期，持续治疗３０ｄ，间以吸氧治疗。

治疗组患者在进行对照组常规内科治疗的同时，另予以补肺汤进行中医药

治疗，药物组成：炙麻黄１０ｇ、杏仁１２ｇ、白果１０ｇ、鱼腥草３０ｇ、生石膏２４ｇ、地龙
１２ｇ、补骨脂 １４ｇ、淫羊藿 １２ｇ、丹参 ２０ｇ、茯苓 ２４ｇ、半夏 １０ｇ、甘草 ６ｇ。随症加
减［２］：伴有发热者加黄芩、知母；咳嗽痰多者加贝母、瓜蒌；食欲不振者加焦三

仙、炒白术。上方予水５００ｍｌ，煎服２５ｍｉｎ，取汁３００ｍｌ，分２次温服，每日１剂，持
续治疗３０ｄ。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临床控制：患者症状、体征完全改善或基本消失，临床

症候、体征积分下降９５％以上；显效：患者症状、体征显著改善，临床症候、体征
积分下降７０％以上；有效：患者症状、体征有所改善，临床症候、体征积分下降
３０％以上；无效：患者症状、体征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或加重。

１．４　 统计学方法：本次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所得结
果采用Ｘ２检验，且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治疗结果：见表１。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９６．１５％，对照组为８４．６２％，两
组比较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临床症状、体征评价积分方面，治疗
结束后治疗组为（８．１２±２．４４），对照组为（１１．４８±５．６２），相比于治疗前两组患
者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且治疗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结果对比［例（％）］
组别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ｎ＝５２） １０（１９．２３） ２０（３８．４６） ２０（３８．４６） ２（３．８５） ５０（９６．１５）
对照组（ｎ＝５２） ８（１５．３８） １２（２３．０８） ２４（４６．１５） ８（１５．３８） ４４（８４．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肺功能变化：见表２。在ＰＥＦ指标方面，治疗组治疗后结果显著高于
治疗前（Ｐ＜０．０５），且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结果（Ｐ＜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变化对比（ｘ±ｓ）

组别 时间 ＦＶＣ（Ｌ） ＦＥＶ１（Ｌ） ＰＥＦ（Ｌ）

治疗组 治疗前 ３．０４±０．８７ ２．４１±０．７９ ３．７６±１．４２
（ｎ＝５２） 治疗后 ３．３４±１．２６ ２．７２±１．４１ ４．８８±１．９６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０７±０．６９ ２．３９±０．８２ ３．９１±１．６４
（ｎ＝５２） 治疗后 ３．１５±０．９２ ２．４８±１．２５ ４．２２±１．８４

３　讨论
支气管哮喘属于祖国医学中“哮证”范畴，患者多为肺肾亏虚，痰热内伏，外

邪侵袭机体引动体内伏痰，痰气瘀结，阻塞气息，致使肺气宣发肃降不利，肺气

上逆则发为咳嗽，加之痰湿阻滞，故兼有哮证。哮喘反复发作，久则损伤人体正

气，使疾病由实证变为虚实夹杂证，迁延不愈。故临床治疗应在祛邪的同时兼

以扶正固本，标本兼治，才可收到良效［３］。本次研究所用补肺汤采用炙麻黄、杏

仁、白果、生石膏、鱼腥草、地龙疏风止咳、化痰平喘；使肺气通利而喘咳自消，淫

羊藿、补骨脂补肾固本、纳气平喘；丹参、茯苓、半夏清利痰湿、活血化瘀。诸药

合用，共奏清肺平喘、补肾纳气、活血化瘀之功效。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麻黄中所含麻黄碱等成分对支气管平滑肌具有显

著、持久的缓解痉挛作用，白果、地龙可抑制组胺导致的支气管扩张，杏仁具有

化痰止咳的作用，茯苓可抑制炎性介质等的释放，淫羊藿、补骨脂可显著提高人

体免疫功能［４］。综合使用，可对支气管哮喘慢性缓解期患者起到良好的治疗作

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疗组总有效率为９６．１５％，对照组为８４．６２％，两
组比较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在临床症状、体征评价积分以及肺
功能改善方面治疗组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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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配穴法联合乳痛安胶囊治疗乳腺增生病８５例临床分析
肖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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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三才配穴法联合乳痛安胶囊治疗乳腺增生病的临床效果。方法：将１７０例乳腺增生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８５例，对照组采用
乳痛安胶囊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三才配穴法，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７．６５％，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７５．３０％，观察
组的总疗效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三才配穴法联合乳痛安胶囊治疗乳腺增生病起效快、疗效高，无明显不良反应，可缩短疗程，值
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乳腺增生；三才配穴；乳痛安胶囊；中医疗法

　　乳腺增生病是女性常见的乳房疾病，其发病率占乳腺疾病的首位［１］，近年
来该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年龄也越来越低龄化，且具有一定的癌变危

险［２］。本病采用西药治疗虽然起效较快但作用难于持续且毒副反应多，手术切

除则易复发且具创伤性，为探讨其新的治疗途径，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我
院采用三才配穴法联合乳痛安胶囊治疗乳腺增生病８５例，获得了满意的临床效
果。现总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本组共１７０例，年龄２３～５６岁，平均３４岁，病程３个月～８

年，平均１．５年，均符合２００２年中华中医外科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制定的乳腺增生病诊断标准［３］。临床体检可触及弥漫性增厚腺体，散在条索

状、团块状、颗粒状肿块；乳腺彩超显示多发低回声结节，最大直径小于１ｃｍ；活
检病理诊断为乳腺囊性增生。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８５例，两

—５５２—万方数据



组患者的年龄、病情、病程等基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对照组：乳痛安胶囊（柴胡、白芍、熟地、当归、红花、生牡
蛎、夏枯草、海藻、昆布、陈皮、仙茅、枸杞子、山茱萸、菟丝子等），４粒，每日３次
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三才配穴法：采用 ＷＨ－２７０乳腺治疗
仪，运用音乐、穴位、中药离子导入同时进行。音乐采用宫、商、角、徵、羽等五种

音阶，以调节人的情绪；穴位取乳根穴、膻中穴、足三里、期门穴、太冲穴、三阴交

等，每穴治疗３ｍｉｎ，穴位治疗后的剩余时间可自由选择治疗部位，直至定时结
束；中药药贴选用乳腺治疗仪自带的专用药贴；每次治疗时间为６０ｍｉｎ。１５ｄ为
一疗程。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参照中国中医药学会外科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制订的乳
腺增生病疗效评价标准制订［４］。痊愈：乳房疼痛消失，乳腺肿块消失；显效：乳

房疼痛减轻或明显减轻或消失，乳房肿块变软，肿块体积缩小≥１／２；有效：乳房
疼痛减轻或消失，乳房肿块变软，肿块体积缩小 ＜１／２但≥１／４；无效：乳房疼痛
未减轻，乳腺肿块未缩小或反而增大者。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ＰＥＭＳ３．１统计软件，百分率的比较采用精确概率
法和卡方检验。

２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７．６５％，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７５．３０％，观察组的总疗效

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８５ １２（１４．１２）４６（５４．１２）２５（２９．４１） ２（２．３５） ８３（９７．６５）
对照组 ８５ ６（７．０６） ２６（３０．５９）３２（３７．６５）２１（２４．７０） ５４（７５．３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乳腺增生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与内分泌失调及精神

因素有关［５］。在机体内雌激素分泌过多、孕激素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乳腺组织

失去保护，雌激素作用于下丘脑，导致黄体生成素和促性腺释放激素的分泌增

加，反过来又促进雌激素分泌。此时，作为雌激素靶器官的乳腺组织局部组胺、

儿茶酚胺、５－羟色胺的含量增高，使乳腺管充血、水肿，刺激乳管壁神经末梢，形
成乳腺硬结并引起疼痛［６－７］。

乳腺增生病在中医学里称为乳癖、乳痞、乳中结核等，其病机主要由于肝气

郁结，胃热壅滞，冲任失调，肝肾不足，痰瘀凝结，乳汁蓄积或外邪侵袭等，影响

乳房的正常生理功能而发生病变。乳痛安胶囊 组方严谨，标本兼顾，其中柴胡

疏肝理气止痛，兼具推动血行之功；白芍养血柔肝，缓急止痛；熟地补血养阴；当

归、红花补血活血止痛；生牡蛎、夏枯草、海藻、昆布软坚化痰散结；陈皮理气健

脾，燥湿化痰；仙茅、枸杞子、山茱萸、菟丝子补益肝肾，调和冲任。全方合用，具

有明显的行气化痰、调理冲任、消肿止痛功效。三才配穴疗法是在继承祖国传

统医学经络理论的基础上，融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电磁信息和光疗原理，对乳

腺良性疾病进行局部理疗及药物渗透的一种治疗方法。人体不同的组织结构

都会产生相应的生命信息，如电、磁、电磁波、红外线光波等，这些生命信息能反

映人体组织所处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人体局部的 Ｈ＋和 ＯＨ—应分布有序、酸
碱平衡，并与相应的电磁场作正负离子吸引而趋于均衡。根据人体的电磁平衡

理论产生的电磁穴位治疗，是通过电极引入高频电流脉冲信号，使人体进入电

磁信息场。而红外光能加速局部血液循环，达到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消肿止痛

的作用。这种通过调节机体自我平衡机制，使机体治愈疾病的原理，符合当代

医学通过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和细胞因子网络来维持人体内环境

稳定的原理［８－９］。本研究通过运用中医理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原理，将电磁

和光灸刺激穴位的疗法引入乳腺增生症的治疗，结果表明三才配穴理疗联合中

药内服止痛迅速、肿块治疗时间明显缩短，治愈率明显提高，明显优于单纯口服

中药的有效率，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为乳腺增生症患者提供了新
的保守治疗思路。

综上所述，三才配穴法联合乳痛安胶囊治疗乳腺增生病起效快、疗效高，无

明显不良反应，可缩短疗程，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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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陆、薏苡仁等几味中药民间验方
吴贵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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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陆、薏苡仁是常见的中药，本文通过几例病例介绍了几味中药在临床中的治疗方法及治疗效果

【关键词】商路 　薏苡仁 　民间验方

商陆中毒施救个案

病例

陈ＸＸ男１７岁 初中学生
患者阴囊潮湿多汗数年，严重影响学习和休息，情绪颇烦，甚为苦恼。自己

在翻阅某验方书籍时，偶尔发现有一验方单味商陆可治已病，在未经医生处方、

家长亦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购商陆１００克水煎顿服，服药后在房间里复习功课
时，突然昏倒在地，家人闻声后赶到，见状莫名其妙，待发现熬药吵锅中有药时，

方疑服药中毒，遂邀我急救。当我赶到现场时，发现患者已经四肢冰凉，呼吸急

促，语言不清，躁动不安，部分肌肉抽搐，二便失禁，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因为交

通不便，辗转送往医院救治已不可能。时间就是生命。在无任何资料可借鉴的

情况下，遂进行就地急救。经吸氧兴奋呼吸、镇痉、输液、补充能量及电解质溶

液、导尿及其它对症处理后再加处方甘草绿豆汤口服，七日后脱脸且未留下后

遗症。

讨论

商陆味苦性寒、有毒，归肺脾肾经，有逐水、消肿通利二便、解毒散结之功

能，使水湿从二便下泄，以消除胀满，若与茯苓、赤小豆、槟榔、泽泻等利水行气

药同用即流凿饮子，其消肿作用尤著。古方有用本品煮粥食，与赤小豆煮食治

水肿可攻补兼施、祛邪而不伤正之效。药典剂量为３———９克。本例单味用量
１００克，属超剂量误用，故中毒严重，实属罕见。商陆中毒未见同类报道。为避
免同类事件及毒性反应发生，特拟此文，使同道引之为戒。更使那些有病不求

医生而借助电脑查询处方、自行服药者引起警觉。

薏苡仁及其复方治验二则

一　髌骨滑囊炎
吴 ＸＸ女６７岁 农民
患髌骨滑囊炎一年有余，经热敷、抗炎抽液等方法，疗效欠佳，反复发作。

偶忆《中医杂志》曾登载薏苡仁治疗坐骨结节滑囊炎之验方，遂嘱其用生薏苡仁

５０克，煮粥服用，连服一个月，囊肿完全吸收，随访一年无复发。髌骨滑囊炎多
由年龄较大农妇耕作或做家务时，以膝代足、反复跪压摩擦引起。年轮患者多

与膝部外伤碰撞有关。囊肿局部隆起，；连缘清晰，有胀疼及波动感，皮肤色泽

多正常。该病例与《中医杂志》所介绍之坐骨结节滑囊炎，发病部位虽异，但致

病因素及发病机理则一，同属非感染性炎症，故沿用后获效甚佳。其后每临此

症，用之皆效，复发再服亦效。

二　扁平疣
李 ＸＸ女２１岁 某高校学生
面部及手背部均有散在性的淡褐色扁小疣，状改变如米粒大，表面光滑发

亮，诊为“扁平疣”。此病与病毒感染有关，经注射聚肌胞，口服潘生丁、病毒灵

均无效。改用中药薏苡仁、板蓝根各２５０克粉成细末，每服１２克，一日二次，十
日后疣体脱落，且不留任何斑痕。半年后电话回访无复发。该方法价廉药源广

泛，且简便易行，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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