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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化痰祛瘀法
治疗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效果及其对患者咽鼓管功能的影响

吴毅超，周少珺，宋丰琪

(广州市荔湾区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益气化痰祛瘀法治疗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咽鼓管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荔湾区中医医院耳鼻喉科2015年4月至2017年4月收治的80例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根据随机数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观察组采用益气化痰祛瘀法治疗，对照组采用标准桃金娘油肠溶胶囊治疗，

总疗程为6周。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咽鼓管功能评分的变化。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

总有效率为90.0%，明显高于对照组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咽鼓管功能评分为（22.09±

4.71）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8.67±5.6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益气化痰祛瘀法治疗慢性分泌性

中耳炎对咽鼓管功能的改善明显，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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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CM formula of replenishing qi and resolving phlegm and

dispelling stasis on chronic secretory otitis media and its effect on eustachian tube 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

tients with chronic secretory otitis media, who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ENT of Liwan Distri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CM formula of replenishing qi and resolving phlegm and dispelling stasis,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tan-

dard Myrtle oil enteric-coated capsul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and the changes of eustachian tube func-

tion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eustachian tube

function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22.09±4.7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8.67±5.6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TCM formula of replenishing qi and resolving phlegm and dispelling

stasis on chronic secretory otitis media is significant, and the eustachian tube function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TCM formula of replenishing qi and resolving phlegm and dispelling stasis; Chronic secretory oti-

tis media; Function of the eustachian tube; Curative effect

·论 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8.10.016

通讯作者：吴毅超。E-mail：wycuih@126.com

分泌性中耳炎属于一种中耳非化脓性炎性疾病，

主要临床特征为中耳(常含乳突腔)积液(包括浆液、黏

液、浆-黏液，而非血液或脑脊液)及听力下降[1]。临床

上常常根据病程长短将其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

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指病程超过 8周以上者，多因急性

期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或者病情反复发作、迁延不

愈所导致。分泌性中耳炎发病原因复杂，与多种因素

有关，目前研究显示主要与咽鼓管功能障碍，感染及

免疫反应等三大因素关系最为密切[2-3]。其中咽鼓管

功能障碍是其最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在分泌性中耳炎

迁延为慢性的过程中，其作用尤为突出。目前西医对

于分泌性中耳炎特别是病情较长、反复发作的慢性分

泌性中耳炎并没有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4]。其较为常

用的方法是口服标准桃金娘油肠溶胶囊，以达到稀释

黏液，改善咽鼓管黏液纤毛输送系统的清除功能，促进

分泌物经咽鼓管排出等目的[5]。若病情迁延，反复发作

则采取咽鼓管切开加置管术。其治疗效果不确切，且

手术对鼓膜有创伤。慢性分泌性中耳炎其证型多属气

虚痰凝血瘀，因此，运用益气化痰祛瘀法治疗该病获得

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同时相关医学研究也表明，中

医药治疗分泌性中耳炎效果突出[6]。为了进一步了解

中医益气化痰祛瘀法治疗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疗

效及其对咽鼓管功能的影响，笔者对我院近年来收治

的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以探讨益气化痰祛瘀法治疗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

临床疗效及其对咽鼓管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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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广州市荔湾区中医医院耳

鼻喉科 2015年 4月至 2017年 4月收治的 80例慢性分

泌性中耳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37例，女性 43

例；年龄 15~68 岁，平均(33.1±5.7)岁；病程 3 个月~10

年，平均(1.6±0.6)年。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例，观察组采用中医益气化痰

祛瘀法，对照组采用口服标准桃金娘油肠溶胶囊。观

察组患者中男性18例，女性22例；年龄15~68岁，平均

(32.5±2.4)岁；病程 4个月~10年，平均(1.7±0.5)年。对

照组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21例；年龄16~67岁，平均

(33.3±2.5)岁；病程 3个月~10年，平均(1.5±0.7)年。两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1.2 诊断标准

1.2.1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耳鼻喉科常见

病诊疗指南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全

文)耳胀耳闭中医诊疗指南[7]。

1.2.2 气虚痰凝血瘀证型诊断标准 神疲乏力，

气短懒言，食少纳呆，泛恶欲吐，面色萎黄或苍白，或

肌肤甲错，唇色晦暗，鼓膜混浊，内陷，可见有钙化斑，

舌淡暗，舌边可有齿痕，或舌体有瘀点瘀斑，苔薄白或

白腻，脉弦细或沉弱[5]。

1.2.3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临床实践指南：分泌

性中耳炎(更新版)[8]。

1.3 纳入标准 (1)符合分泌性中耳炎诊断者；

(2)病程大于 3个月，符合慢性分泌性中耳炎者；(3)符

合中医气虚痰凝血瘀证者；(3)性别不限；(4)年龄 15~

68岁。

1.4 排除标准 (1)合并有鼻咽部肿瘤，腺样体肥

大，鼻中隔偏曲，鼻咽部瘢痕等一系列引起咽鼓管机

械性阻塞的疾病；(2)合并有粘连性中耳炎及鼓室硬化

等慢性中耳炎后遗症的情况；(3)孕妇或者哺乳期患

者；(4)精神疾病或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5)不遵守

治疗方案，影响疗效判断者。

1.5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运用益气化痰祛瘀

法治疗，即予中药陈夏六君汤合通窍活血汤加减(陈皮

10 g、姜半夏 10 g、党参 10 g、白术 10 g、茯苓 10 g、

白扁豆 10 g、石菖蒲 3 g、路路通 10 g、桃仁 10 g、红

花6 g、川芎10 g、当归尾10 g、升麻3 g、葛根6 g)每日

1剂，1周为一疗程，治疗 6个疗程。对照组患者给予

标准桃金娘油肠溶软胶囊一次 1粒(300 mg/粒)，一日

2次，1周为一疗程，治疗6个疗程。

1.6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

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治疗后患者听力测试具有正

常的听力或具有较高的气导听阈，骨气导差在10 dB以

下，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则评定为痊愈；治疗后患者听

力测试气导曲线提升了至少10 dB，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或在极大程度上减轻，则评定为显效；治疗后患者的听

力检查结果及临床症状均没有改善，则评定为无效[6]。

1.7 咽鼓管功能评价 采用咽鼓管功能障碍评分

量表(ETDQ-7)[9]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咽鼓管功能进

行评价，该评分量表分为7个检查项，每项满分为7分，

总分为49分。其中得分越高患者的咽鼓管功能越差。

1.8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

本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采用百分数表示计数资料，两

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14，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咽鼓管功能评分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者的咽鼓管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咽鼓管功能障碍评分明

显降低，且观察组降低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分泌性中耳炎是以中耳积液及听力下降为主要

特征的中耳非化脓性炎性疾病，按病程的长短不同，

可将本病分为急性(3周以内)、亚急性(3周至3个月)和

慢性(3个月以上)三种。分泌性中耳炎在临床上十分

常见，小儿的发病率比成人更高，是引起小儿听力下

降的重要原因之一[10]。本病的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听力

下降、耳痛、耳闭塞感和耳鸣等，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

被阐明。一般认为本病的病因复杂，与多种因素有

关，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与以下三个因素关系最为密

切：①咽鼓管功能障碍，包括咽鼓管的机械性与非机械

性阻塞，以及咽鼓管的清洁和防御功能障碍；②感染因

素，包括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③免疫反应，包括Ⅰ型变

态反应和Ⅲ型变态反应。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以上3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0

40

痊愈

28

22

显效

8

6

无效

4

12

总有效率(%)

90.0

70.0

表2 两组患者的咽鼓管功能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治疗前

38.21±5.87

36.91±4.79

1.252

0.214

治疗后

22.09±4.71

28.67±5.63

5.669

0.000

t值
13.546

7.050

P值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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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致病因素中咽鼓管功能障碍，特别是其清洁和防御功

能障碍是分泌性中耳炎慢性迁延的主要原因[11]。

针对上述病因，现代医学对于本病的治疗主要采

用抗生素控制感染，桃金娘油及咽鼓管吹张改善咽鼓

管通气引流，若遇到病情迁延，反复发作的病例则采

取鼓膜切开术、鼓膜切开加置管术等手术治疗[12]。本

病的治疗目标是减轻症状、减轻传导性聋和预防慢性

咽鼓管阻塞导致长期后遗症，但是内科治疗方案，特

别是对于慢性患者并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临床疗

效。而且长期使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有一定的不良

反应；而外科治疗方案如鼓膜穿刺置管会对鼓膜造成

一定的损伤，可引起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继发性胆脂

瘤、永久性鼓膜穿孔等并发症，况且其临床疗效也不

十分确切[13]。

分泌性中耳炎属于中医“耳胀、耳闭”范畴[14]。在

历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耳胀、耳闭”的论述，如《诸病

源候论.卷二十九》：“风入于耳之脉，使经气痞塞不宣，

故为风聋。”《太平圣惠方.卷三十六》“上焦风热，耳忽

聋鸣”。明代《医林绳墨.卷七》：“耳闭者，乃属少阳三

焦之经气之闭也。”《灵枢.刺节真邪》有咽鼓管吹张法

的最原始记载。这一系列的论述涵盖了本病的病因、

病机，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法，对于临床实践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意义。

现代临床总结耳胀多为病之初起，以耳内胀闷为

主，或兼有疼痛，多因风邪侵袭而致，所以古人又有

“风聋”之称；耳闭多为病之久者，耳内如物阻隔，清窍

闭塞，听力明显下降，多为耳胀反复发作，邪毒滞留耳

窍，迁延日久转化而致，故古代医籍中又有“气闭耳

聋”之称[15-16]。究其病机，耳胀多为风邪侵袭，经气痞

塞而致；耳闭多为耳胀反复发作，迁延日久，邪毒滞

留，损伤脾胃，脾失健运，湿浊不化，内困于耳窍，阻于

脉络，气血瘀阻以致耳窍闭塞失用。由此可见慢性分

泌性中耳炎所对应之耳闭，其病机总为气虚痰凝血瘀

为主[17]。

受以上理论启发，笔者运用益气化痰祛瘀法，方

选陈夏六君汤合通窍活血汤加减治疗慢性分泌性中

耳炎，观察其临床疗效及对咽鼓管功能的影响，获得

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方中党参、白术、茯苓、白扁豆

健脾益气渗湿；姜半夏、陈皮、石菖蒲化痰祛湿通窍；

路路通、桃仁、红花、当归、川芎活血化瘀通窍；升麻、

葛根使清阳上升。诸药合用，起到益气健脾，化痰祛

瘀，通窍开闭的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桃仁、

红花、当归、川芎、葛根有改善微循环的作用，有利于

中耳炎炎性分泌物的吸收及炎症因子的清除；党参、

陈皮、石菖蒲等有祛痰作用，有利于抑制腺体分泌，

减少分泌物的生成；升麻、陈皮、姜半夏、石菖蒲、当

归等都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有利于中耳腔内残余

病原体的杀灭 [18]。可见该方剂针对形成分泌性中耳

炎的各个病理环节起着全方位的治疗作用。

本研究表明，运用中医益气化痰祛瘀法治疗慢性

分泌性中耳炎是有效的，且其对咽鼓管功能的恢复有

着积极的影响。因此，临床上应进一步深入研究中药

对咽鼓管功能影响的作用机制，从而为中医药治疗分

泌性中耳炎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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