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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口服液联合 131I对Graves病患者自身抗体、
甲状腺功能和炎性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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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夏枯草口服液联合 131I对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Graves病，GD)患者自身抗体、甲状腺功能

和炎性因子的影响。方法 选取榆林市第一医院门诊部于 2014年 1月至 2019年 9月期间收治的 80例GD患者，

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例，对照组给予 131I治疗，观察组则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夏

枯草口服液治疗，共治疗 6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自身抗体、甲状腺功能、炎性因子水平和不良反应。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 6 个月后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9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6个月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 [(16.89±5.28) pmol/L vs (28.35±6.87) pmol/L]和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 [(7.23±2.05) pmol/L vs (12.65±3.40) pmol/L]水平比较，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而促甲状

腺激素(TSH)水平为(2.36±0.19) mU/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49±0.12) mU/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和对照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的血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 [(19.01±3.68)% vs (29.26±4.33)%]、抗甲状腺过氧化

物酶抗体(TPOAb) [(96.84±13.96) IU/mL vs (159.44±19.23)IU/mL]、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 [(19.12±5.67)% vs
(31.65±7.51)%]水平比较，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的

血清白介素-6 (IL-6) [(2.35±0.21) nmol/L vs (3.41±0.18) nmol/L]、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6.35±1.02) nmol/L vs
(8.67±1.24) nmol/L]水平比较，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不良反

应发生率分别为12.5%、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夏枯草口服液联合 131I治疗GD可有效改善患者

的自身抗体、甲状腺功能和炎性因子指标，治疗效果和安全性均较好。

【关键词】 夏枯草口服液；131I；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自身抗体；甲状腺功能；炎性因子；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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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unella vulgaris oral liquid combined with 131I on autoantibody, thyroid 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Graves' disease. LI Hui-lin 1, LIU Yan 2, ZHANG Zhen-xian 3, SHUANG Jiang 1. 1. 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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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in 719000, Shaanxi, CHINA; 3. Department of Imaging, Yan'an People's Hospital, Yan'an 716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unella vulgaris oral liquid combined with 131I on au-

toantibody, thyroid 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toxic diffuse goiter (Graves disease,

GD).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with GD who were admitted to Outpatient Department, Yulin First Hospital from Janu-

ary 2014 to Sept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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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Graves病，GD)是指甲状腺

滤泡上皮细胞分泌过多，致使甲状腺激素入血引起的

甲状腺毒症 [1]。该病临床主要表现为甲状腺功能异

常，并伴有循环、消化、神经等系统的异常。既往资料

表明，我国甲状腺功能亢进患病率为 3.7%，其中有

80%患者由 GD 引起 [2]。131I 是治疗 GD 的常用药物之

一，可有效阻止疾病进展。但有关该药物治疗引起的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仍无法避免。夏枯草口服液属于

中成药，主要功效为清火明目、散结消肿，既往常用于

治疗甲状腺肿大、淋巴结结核、乳腺增生等[3]。本院通

过对我院收治的部分GD患者给予夏枯草口服液联合
131I治疗，疗效明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前瞻性选取榆林市第一医院门

诊部于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收治且符合以

下纳入和排除的 80 例 GD 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1)经甲状腺功能检测结合临床表现等确诊为

GD；(2)患者对本次研究知情且签署同意书；(3)诊断标

准参考《中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4]；(4)均符合放射

性 131I治疗指征。排除标准：(1)肝功能及血常规等异

常患者；(2)甲状腺癌患者及其他癌症患者；(3)妊娠或

哺乳期妇女；(4)合并精神疾患，无法正常沟通交流者；(5)

近1个月内服用其他免疫抑制剂的患者。根据随机数表

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中男性12例，

女性28例；年龄23~59岁，平均(42.59±5.61)岁；体质量指

数(BMI) 21~26 kg/m2，平均(23.51±0.97) kg/m2。观察组

中男性 13 例，女性 27 例；年龄 25~56 岁，平均(41.67±

4.93)岁；BMI 20~26 kg/m2，平均 (23.26±0.84) kg/m2。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所有患者均知情本研究且签署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前均禁食含碘食

物 2周以上，治疗期间均使用常规药物如β-受体阻滞

剂对症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接受 131I (成都华神

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S20060065，规格：

0.1 mg/0.1 mL·瓶)治疗，治疗剂量=每克甲状腺组织剂

量×甲状腺质量/24 h摄碘率，一次用药后最少间隔6周

再行第二次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夏

枯草口服液[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19990052，规格：每支装10 mL (无蔗糖)]治疗，2次/d，

1支/次。两组均连续用药6个月。

1.3 疗效判定标准 采用门诊复查的方式对患

者进行 6个月的随访，记录两组患者治疗 6个月后的

临床总有效率。疗效判定标准参考《131I治疗格雷夫斯

甲亢指南》[5]。治愈：甲状腺功能指标水平恢复正常，

患者甲亢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好转：甲亢体征部分

消失，症状减轻，甲状腺功能指标水平有所改善；甲

减：出现甲减症状和体征；无效：甲状腺功能指标水

平、症状和体征均无改善或反而加重。总有效率=治

愈率+好转率+甲减率。

1.4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1)于治疗前、治疗6

个月后抽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3 mL，经3 200 r/min

离心14 min，离心半径15 cm，分离上清液待测。采用

罗氏 e602全自动化学发光仪测定甲状腺激素水平：游

离甲状腺素(FT4)、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促甲状腺

激素(TSH)以及抗体水平：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Ab)、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抗甲状腺微

粒体抗体(TMAb)。参考试剂盒(北京普天同创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说明书，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炎性因

子指标：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介素-6 (IL-6)。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131I, while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runella vulgaris oral liquid on the ba-

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for 6 months. The efficacy, autoantibody, thyroid function,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0.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0.0%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serum

levels of free thyroxine (FT4) and triiodothyronine (FT3)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6.89±5.28) pmol/L vs (28.35±6.87) pmol/L, (7.23±2.05) pmol/L vs (12.65±3.40) pmol/L, while thyrotro-

pin (TSH) level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2.36±0.19) mU/L vs (1.49±

0.12) mU/L;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erum levels of anti-thyroglobulin antibody

(TGAb), anti-thyro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 and anti-thyroid microsomal antibody (TMAb)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GAb, (19.01±3.68)% vs (29.26±4.33)%; TPOAb,

(96.84±13.96) IU/mL vs (159.44±19.23) IU/mL; and TMAb, (19.12±5.67)% vs (31.65±7.51)%. The serum levels of inter-

leukin-6 (IL-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L-6, (2.35±0.21) nmol/L vs (3.41±0.18) nmol/L; TNF-α, (6.35±1.02) nmol/L vs (8.67±1.24) nmol/L.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12.50% and 7.50% , respectively, which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Prunella vulgaris oral liquid combined with 131I in

the treatment of G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dexes of autoantibodies, thyroid 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which have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and safety.

【Key words】 Prunella vulgaris oral liquid; 131I; Toxic diffuse goiter; Autoantibody; Thyroid function; Inflammato-

ry factors;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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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5.0统计学软件完

成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符

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两

组独立样本比较采用成组 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所有患者均获

得随访，观察组患者治疗 6个月后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9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000，P=0.025<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比

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FT4、TSH、FT3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 6 个月后的 FT4、

FT3均下降，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TSH升高，且

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抗体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

治疗前的TPOAb、TGAb、TMAb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 6个月后的TGAb、TPOAb、

TMAb均下降，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治疗前

52.64±8.98

51.93±7.17

0.391

0.697

治疗6个月后

28.35±6.87a

16.89±5.28a

8.365

0.001

治疗前

23.67±4.86

23.19±5.32

0.421

0.675

治疗6个月后

12.65±3.40a

7.23±2.05a

8.634

0.001

治疗前

0.31±0.08

0.28±0.06

1.897

0.061

治疗6个月后

1.49±0.12a

2.36±0.19a

24.485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FT4 (pmol/L) FT3 (pmol/L) TSH (mU/L)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抗体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治疗前

42.18±6.14

41.91±6.05

0.198

0.843

治疗6个月后

29.26±4.33a

19.01±3.68a

11.408

0.001

治疗前

345.84±14.99

344.91±16.01

0.268

0.789

治疗6个月后

159.44±19.23a

96.84±13.96a

16.661

0.001

治疗前

45.29±8.71

45.17±10.62

0.055

0.956

治疗6个月后

31.65±7.51a

19.12±5.67a

8.421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TGAb (%) TPOAb (IU/mL) TMAb (%)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两

组患者治疗前的 IL-6、TNF-α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治疗6个月后的 IL-6、TNF-α均下降，

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4。

2.5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对照

组患者发生口腔烧灼感2例、恶心呕吐1例，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7.50% (3/40)；观察组患者发生口腔烧灼感2

例、恶心呕吐 2例、胃肠道不适 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12.50% (5/40)。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56，P=0.456>0.05)。

3 讨论

GD是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主要以遗传

易感性为背景，以精神创伤、感染为诱因，是内分泌科

常见病、多发病。GD的主要病理特征为血清中存在

针对甲状腺细胞 TSH 受体的特异性自身抗体，如

TGAb、TPOAb、TMAb 等，上述抗体与 TSH 受体的胞

外结构域结合，导致甲状腺增生，促使 FT4、FT3分泌

过多，导致甲亢发生，严重者可致残或死亡[6]。131I为治

疗Graves病的常用药物，但其也一直存在会造成甲状

腺功能下降的风险[7]。甲状腺功能减低表现为食欲减

退、恶心、腹胀、胃酸分泌减少等，同时影响神经系统，

若患者经 131I治疗后长期处于甲状腺功能减低状态，可

因无法遵照医嘱终身规律甲状腺素替代治疗而严重

影响患者预后。近年来，中医药治疗GD取得了较大

的进展，夏枯草口服液是根据《中国药典》中的“夏枯

草膏”改剂型制成的一种中成药，主要成分包括熊果

酸、夏枯草皂甙、齐墩果酸等，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其具

有良好的抗炎、消肿、抗菌、调节免疫力等作用[8]。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性因子水平比较(x-±s，nmol/L)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治疗前

4.57±0.22

4.48±0.27

1.634

0.106

治疗6个月后

3.41±0.18a

2.35±0.21a

24.238

0.001

治疗前

13.24±1.16

12.98±1.22

0.977

0.332

治疗6个月后

8.67±1.24a

6.35±1.02a

9.139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IL-6 TNF-α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40

40

治愈

6

10

好转

12

17

甲减

10

9

无效

12

4

总有效率(%)

7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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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单纯的 131I治疗，夏枯草

口服液联合 131I治疗GD，可进一步优化治疗效果。究其

原因，131I衰变产生的β粒子通过电离作用破坏甲状腺细

胞，使甲状腺细胞变形、坏死，从而缩小甲状腺体积，减

少了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分泌，进而缓解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状，发挥治愈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作用[9-11]。夏枯草口

服液中的夏枯草性味苦、辛、寒，主要功效是清火明

目、散结消肿，因其能散结消肿而常用于治疗甲状腺

肿大，既往研究中其已被证实可在亚急性甲状腺炎的

治疗中取得良好疗效[12-13]。同时，两组患者自身抗体、

甲状腺功能指标均有所改善，且夏枯草口服液联合 131I

治疗者的改善效果更佳，这主要是因为夏枯草口服液

对特异性免疫具有较强的作用，可调节外周淋巴细胞

功能，修复破损的滤泡细胞，同时还可阻止病毒对滤

泡细胞的进一步损害，使抗体、甲状腺功能得以恢

复。大量研究表明，夏枯草用于治疗甲状腺肿大、甲

状腺炎均有显著疗效[14-15]。既往研究结果显示，细胞

因子作为免疫因素的重要介质，参与着机体的免疫调

节 [16]。同时也有研究表明 Th1 和 Th2 的异常表达在

GD 的发生、发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17]。IL-6 主要由

Th2细胞分泌，介导体液免疫，TNF-α主要由Th1细胞

分泌，介导细胞免疫，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炎性反应均

有所控制，且夏枯草口服液联合 131I治疗者的控制效果

更佳，这可能与夏枯草口服液可降低毛细血管通透

性，抑制炎性渗出有关[18]。此外，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比较未见显著差异，可见本次研究联合治疗安全可

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131I治疗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

能减退，因此需对用药剂量及用药时间间隔进行严格

的控制，此外对于妊娠、哺乳期妇女、甲状腺癌患者不

能使用 131I治疗，本研究因研究时间有限，尚未对 131I治

疗GD患者的最佳剂量进行进一步探讨，今后将增加

样本容量并设置多个 131I使用剂量的分组，进而获取更

为精确的结果。

综上所述，GD 患者在 131I 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夏

枯草口服液，疗效较好，可有效改善自身抗体、甲状

腺功能和炎性因子指标情况，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发

生率。

参考文献

[1] 刘裕晓, 武革. Graves 病的遗传异质性研究进展 [J]. 海南医学,

2019, 30(21): 2817-2820.

[2] 胡婉钰, 曾志斌, 张红, 等. 湖南省碘营养状况及碘盐与甲状腺疾病

关系的流行病学调查[J].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2018, 32(5):

440-444.

[3] 范敏, 邓玮玮, 吴骥, 等. 夏枯草口服液联合 131I治疗Graves病的疗

效观察[J]. 中草药, 2019, 50(11): 2665-2669.

[4]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中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 中国甲状

腺疾病诊治指南——甲状腺炎 [J]. 中华内科杂志, 2008, 47(9):

784-788.

[5]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 131I治疗格雷夫斯甲亢指南(2013版)[J]. 标

记免疫分析与临床, 2014, 21(1): 92-104.

[6] ROQUE C, VASCONCELOS CA. 131I-Induced Graves' disease in

patients treated fortoxicmultinodulargoitre: systematic review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J]. J Endocrinol Invest, 2018, 41(9): 1019-1028.

[7] 徐智军, 于鹏, 梁英魁, 等. 放射性核素 131I在甲亢治疗中的安全性

与有效性[J].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17, 17(19): 3762-3764.

[8] 李定祥, 牛明辉, 张杰. 夏枯草口服液对STAT3和NF-KB信号转导

通路的影响[J]. 浙江临床医学, 2019, 21(3): 323-325.

[9] SAZHINA TV, AGEEVA TA. The epithelium of terminal placental

villi in pregnant women withdiffusetoxicgoiter [J]. Arkh Patol, 2014,

76(3): 30-32.

[10] 赵小艳, 陈再君, 罗茂香, 等. 131I 治疗巨大甲状腺肿性 Graves 病

104例临床分析[J]. 海南医学, 2013, 24(4): 493-494.

[11] VADZIUK I. Direct cost of diffuse toxic goiterand its complications

in ukraine [J]. Value Health, 2014, 17(7): A341.

[12] 马丽芬, 苏振丽, 闫丽娟, 等. 夏枯草口服液联合泼尼松治疗亚急性

甲状腺炎的疗效观察[J]. 陕西中医, 2015, 36(8): 1004-1006.

[13] 李冬娟, 王月, 赵婷. 夏枯草口服液联合复方倍他米松治疗亚急性

甲状腺炎的临床研究[J]. 现代药物与临床, 2017, 32(9): 1714-1717.

[14] 谢英才, 邓碧坚, 黄晓君, 等. 夏枯草口服液对Graves病患者甲状腺

大小及促甲状腺受体抗体的影响 [J]. 广东医学, 2015, 36(2):

311-313.

[15] 邹耀武. 夏枯草口服液对 Graves 病患者甲状腺大小及促甲状腺素

受 体 抗 体 的 影 响 [J]. 现 代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2016, 25(24):

2711-2713.

[16] 周芳宇, 王欣, 谭贵琴, 等. Graves 病细胞免疫学机制的研究进展

[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20, 30(3): 98-102, 128.

[17] 赵得发, 滕卫平, 滕晓春. 与Graves' Disease发病机制相关的基因研

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0, 23(8): 935-941.

[18] 李新, 刘薇, 牛冰, 等. 夏枯草口服液联合头孢地尼分散片治疗慢性

乳腺炎的临床效果观察[J]. 中药药理与临床, 2017, 33(2): 190-192.

(收稿日期：2020-05-13)

··3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