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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秦艽颗粒联合太白三七颗粒治疗混合痔疗效观察
张艳莉，赵景文

陕西省宝鸡市中医医院肛肠科，陕西 宝鸡 721000

【摘要】 目的 观察防风秦艽颗粒联合太白三七颗粒治疗混合痔的疗效。方法 选取2018年10月至2019年

2月陕西省宝鸡市中医医院收治的160例混合痔住院患者，依据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80例，所有

患者均行自动弹力线痔套扎术，对照组术后口服地奥司明片，观察组术后口服防风秦艽颗粒与太白三七颗粒，均连

服5 d。治疗后评价两组患者的总体疗效，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出血症状评

分和肛缘水肿评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2.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1.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 1 d、3 d和 5 d，观察组患者的V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d和

5 d，两组患者的VAS评分明显低于术后1 d，术后5 d，两组患者的VAS评分明显低于术后3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 d、3 d和5 d，观察组患者的出血症状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 d

和5 d，两组患者的出血症状评分明显低于术后1 d，术后5 d，两组患者的出血症状评分明显低于术后3 d，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1 d、3 d和 5 d，观察组患者的肛缘水肿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3 d和5 d，两组患者的肛缘水肿评分明显低于术后1 d，术后5 d，两组患者的肛缘水肿评分明显低于术后

3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防风秦艽颗粒联合太白三七颗粒能显著减轻混合痔患者术后疼痛、出

血、肛缘水肿等症状，提高总体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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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angfeng Qinqiao Granule combined with Taibai Sanqi Granule on mixed hemorrhoids. ZHANG Y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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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Fangfeng Qinqiao Granule combined with Taibai Sanqi Granule

in the treatment of mixed hemorrhoids. Methods A total of 160 inpatients with mixed hemorrhoids admitted to Baoj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October 2018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80)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n=80)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All patients underwent automatic elastic thread hemorrhoidectomy.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ook Dios-

min tablets orally after operation, 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ok Fangfeng Qinqiao Granules and Taibai Sanqi

Granules orally after operation, for 5 days. After treatment,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scores, bleeding symptoms scores, and anal marginal edema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s (1 d, 3 d, 5 d) after the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1.25%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VAS scores of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1st, 3rd, and 5th day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on the 3rd and 5th day after operation than on the 1st day after operation,

and also on the 5th day after operation than on the 3rd day after operation, all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0.05). The bleeding symptom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1st, 3rd, and 5th day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on the 3rd and 5th day af-

ter operation than on the 1st day after operation, and also on the 5th day after operation than on the 3rd day after opera-

tion, all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perianal edema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1st, 3rd and 5th day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on the 3rd and 5th day after operation than on the 1st day after operation, and also on the 5th day after

operation than on the 3rd day after operation, all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Fang-

feng Qinqiao Granule combined with Taibai Sanqi Granul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ostoperative pain, bleeding, anal

edema, and other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mixed hemorrhoid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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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是临床常见性肛肠科疾病，以混合痔最多见[1]。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年龄 40~65 岁人群最易发生痔病，

痔病发生率占肛门直肠部位疾病的85%左右[2]。目前

仍以手术治疗为主[3]，不可避免伤及肛门组织结构，术

后易出现疼痛、出血、肛缘水肿等表现，显著增加患者

精神负担、影响手术效果、延迟创面修复，因此，术后

应增加辅助治疗方案[4]。中医能提供全面兼顾的高效

治疗方案，防风秦艽颗粒是肛肠科疾病常用方剂，具

有行滞消胀、活血调经、止痹清热等多重功效，可有效

防治术后疼痛、出血、肛缘水肿等症状；太白三七颗粒

具有行滞逐瘀之功，兼有濡润之效，凸显药简力宏之

优势。基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防风秦艽颗粒与太白

三七颗粒联合应用于混合痔患者术后恢复过程的效

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

期间于宝鸡市中医医院治疗的160例混合痔住院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1)诊断标准：参照 2006年版《痔临床

诊治指南》[5]中关于“混合痔”的诊断标准，①主要症

状：便血、肛门部肿物；②次要症状：肛门部位异常，或

肿胀，或伴有异物感，或疼痛明显，或分泌物多，或瘙

痒感明显；③体征表现：肛管存在肿物，且处于同一内

齿线上、下侧。(2) 纳入标准：①符合“混合痔”诊断标

准[5]；②均在陕西省宝鸡市中医医院行自动弹力线痔

套扎术；③术前常规检查(包括尿常规、血常规等)提

示均正常；④患者知情本次研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3)排除标准：①存在手术治疗禁忌；②其他可引起疼

痛、出血等疾病，包括肿瘤、溃疡性结肠炎等；③冠

心病；④肾功能不全；⑤妊娠期/哺乳期女性；⑥过敏

体质，或服用本研究涉及药物后出现确切过敏情

况。依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 80 例，对照组中男性 43 例，女性 37 例；年龄

25~70 岁，平均 (43.20±9.03)岁；病程 0.5~5 年，平均

(3.04±0.96)年；结缔组织性混合痔 45例，静脉曲张性

混合痔 35 例。观察组中男性 46 例，女性 34 例；年龄

25~69 岁，平均 (42.98 ± 8.95)岁；病程 0.5~5 年，平均

(2.93±1.04)年；结缔组织性混合痔 42 例，静脉曲张性

混合痔 38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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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已通过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自动弹力线痔套

扎术。对照组术后口服地奥司明片(生产厂家：马应龙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171223，规格：

0.45 ga12 sa2板)，0.9 g/次，3次/d，连服 5 d。观察组术

后口服防风秦艽颗粒与太白三七颗粒。防风秦艽颗

粒组方：防风、秦艽、当归、川芎、生地、苍术、白芍、赤

茯苓、连翘、槟榔、栀子、地榆、枳壳、槐角，各9 g，上述

诸药配伍后制成颗粒剂，由四川新绿药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制备。术后口服，1剂/次，2次/d，连

服5 d。太白三七颗粒：太白三七90 g，经粉碎、提取、浓

缩、减压、干压等多项处理而成，由四川新绿药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制备，保留三七皂苷、多糖等多

种有效成分。术后口服，3 g/次，2次/d，连服5 d。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总体疗效。疗效

评价标准参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6]。显效：症

状、体征基本消失，VAS评分、出血症状评分、肛缘水

肿评分下降≥75%；有效：症状、体征有所消失，VAS评

分、出血症状评分、肛缘水肿评分下降≥50%但<75%；

无效：症状、体征并未消失，VAS评分、出血症状评分、

肛缘水肿评分下降<50%。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

例数)/总例数×100%。(2)术后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ore，VAS)[7]。取长度10 cm的标尺，以1 cm

为标记间隔，0分表示无痛，10分表示剧痛、不可耐受，

要求患者根据主观疼痛感受于标尺上清楚标识。分

别于术后 1 d、3 d、5 d 观察。(3)术后出血症状评分。

敷料干净、未见血迹，排便时未见血迹，记为“0分”；敷

料处有少量血迹，便纸带血或便外少血，记为“2分”；

敷料处有明显血迹，便时滴血，出血量较多，需要常规

止血，记为“4分”；敷料处有严重渗血，便时有喷射状

出血，出血量大，甚则出现休克，需要特殊处理，记为

“6分”。分别于术后1 d、3 d、5 d观察。(4)术后肛缘水

肿评分。肛缘水肿体积计算参照椭球体体积公式V=π

(长半轴×短半轴×纵半轴)或球体体积公式 V=(π×半

径 3)，根据计算结果进行评分，无水肿记为“0分”，肛缘

水肿体积＜1 cm³记为“1分”，肛缘水肿体积 1~<2 cm3

记为“2分”，肛缘水肿体积≥2 cm³记为“3分”[8]。术后

1 d、3 d、5 d均需要观察此项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3.0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组间两两比较行独立样本 t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

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检验水准α=0.05，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总体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2.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1.2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40，P=0.035<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VAS评分比较 术

后1 d、3 d、5 d观察组VA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组间比

较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d、5 d两组VAS评

分均小于术后1 d，术后5 d两组VAS评分均小于术后

3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的总体疗效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80

80

显效

19

23

有效

46

51

无效

15

6

总有效率(%)

81.25

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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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出血症状评分比

较 术后 1 d、3 d、5 d，观察组患者的出血症状评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d、

5 d，两组患者的出血症状评分明显低于术后1 d；术后

5 d，两组患者的出血症状评分明显低于术后3 d，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肛缘水肿评分比

较 术后 1 d、3 d、5 d，观察组患者的肛缘水肿评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d、

5 d，两组患者的肛缘水肿评分明显低于术后1 d；术后

5 d，两组患者的肛缘水肿评分明显低于术后3 d，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 讨论

手术是现阶段肛肠疾病的主要治疗手段[9-10]，因手

术不可必然引起组织损伤，阻碍肛管周围血液循环，

在病情恢复阶段常伴有肛门疼痛、肛缘水肿等诸多并

发症，延缓术口愈合。因此，外科手术后往往需要增

加辅助治疗方案。传统医学在肛肠疾病临床治疗、术

后创面恢复方面有其独特优势[11-12]。痔最早见于《山

海经》[13]，记载：“……食者不肿，可以已痔。”祖国医学认

为痔的病机在于外邪侵袭肛门部位，日久则气滞血瘀、

诸邪郁结、经络受损[14]。行手术治疗，虽然能去除病变

组织，但是难免伤及局部皮肉、经络，且无法消除诸邪，

术后恢复过程普遍伴有明显疼痛、出血、肛缘水肿等不

适表现[15-16]。根据上述分析，建议混合痔患者术后恢复

过程辅以“理气行滞、逐瘀祛邪、活血止痛”之治法。

防风秦艽汤出自《外科正宗》，是治疗痔的效验

方剂，同样适用于治疗肛裂、肛周脓肿等病症，内外

兼治 [17-18]。本研究将其用于混合痔患者术后恢复过

程，充分利用现代制药技术，在不破坏其原有中药成

分的前提下，制备成颗粒剂，简化服药方法，无需煎

熬，冲服即可，对混合痔患者术后疼痛等多种不适症

状均具有缓解作用。其中，防风能逐风胜湿、镇痛止

痉，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其有效成分能发挥抗炎、增

加机体免疫等作用；秦艽散风祛湿、止痹清热，现代药

理学研究证实，其有效成分能发挥抗炎、消肿等作用；

当归活血调经、润肠镇痛，川芎开郁除湿、行气散瘀，

生地清热生津、化瘀行气，白芍养血敛阴、活络止痛，

四药(当归、川芎、生地、白芍)配伍，活血消肿之力倍

增，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四药均包含抗菌消炎成分，

协同发挥抗炎、消痛、灭菌等作用；苍术燥湿行气、逐

风散寒，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其有效成分能强效抑

制溃疡、修复肛裂；赤茯苓行气安神、驱散湿邪；连翘

清热消肿；槟榔行气胜湿，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槟榔

多酚能促进皮肤创伤愈合，激活凝血因子，缩短凝血

时间，减少出血；栀子清热定志、逐瘀消肿、止痛祛湿；

地榆与槐角均能止血清热、凉血消肿；枳壳行滞消胀、

行气除邪；以上诸药配伍得当，组方严谨，共奏行滞消

胀、活血调经、止痹清热之功[19-23]。太白三七味甘、苦，

性平，是行滞止血、镇痛活血之要药，《陕西中草药》[24]

论述：“太白三七……止血镇痛……活血散瘀……治

崩漏、周身疼痛。”借助现代中药颗粒剂技术，将其制

备成太白三七颗粒，紧扣病机，具有行滞逐瘀之功效，

疗疮尤宜，突显中医治疗药简力宏优势。现代药理学

研究证实，太白三七其有效成分能显著性改善机体血

流瘀滞情况，提高新陈代谢，消除水肿[25]。

本研究将防风秦艽颗粒与太白三七颗粒联合应

用于混合痔患者术后恢复过程，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不仅高于对照组，而且在术后不同

时间VAS评分、出血症状评分、肛缘水肿评分方面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防风

秦艽颗粒联合太白三七颗粒对混合痔患者术后疼痛、

出血、肛缘水肿等均具有改善作用，切实提升了总体

疗效。但由于本研究纳入样本量少，且未考虑术后给

药时机、给药剂量等对恢复过程的影响情况，尚需增

加样本量、考虑给药时机等，进一步证实此联合治疗

方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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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皮质激素联合沙丁胺醇雾化吸入
对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患者的疗效及肺功能、炎症因子的影响

李静 1，刘红梅 2，肖文香 1

中信惠州医院有限公司中信惠州医院药剂科 1、呼吸科 2，广东 惠州 516006

【摘要】 目的 观察糖皮质激素联合沙丁胺醇雾化吸入治疗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患者的疗效，并探讨其对患者

肺功能和炎症因子的影响。方法 选择中信惠州医院有限公司中信惠州医院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收治的

74例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7例，对照组患者给予抗感

染以及雾化吸入沙丁胺醇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吸入，疗程均为两周。

治疗两周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治疗前后动脉血气[氧分压(PaO2)、二氧化碳分压(PaCO2)]、肺功能[第1秒用力

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比值(FEV1/pre)，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和用力肺活量的比值(FEV1/FVC)]、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

(CRP)、白介素-6 (IL-6)及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PaO2、PaCO2较治疗前明显改

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FEV1/pre、FEV1/

FVC分别为(54.43±5.48)%、(58.91±6.2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8.67±5.17)%、(52.79±5.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清CRP、TNF-α及 IL-6水平分别为(2.71±0.48) mg/L、(160.24±24.89) ng/mL、(6.50±

1.14) pg/m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65±1.51) mg/L、(198.82±25.13) ng/mL、(8.63±1.65) 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7.3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6.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13.51%，略高于对照组的5.41%，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糖皮质激素联合沙丁胺

醇雾化吸入治疗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患者可抑制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关键词】 糖皮质激素；雾化吸入；慢阻肺；急性加重期；疗效；炎症反应；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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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aerosol inhalation of glucocorticoid combined with salbutamol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its effect on lung 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LI Jing 1, LIU
Hong-mei 2, XIAO Wen-xiang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1, Department of Respiration 2, CITIC Huizhou Hospital, Huizhou
516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aerosol inhalation of glucocorticoid combined with salbuta-

mol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and its effect on lung 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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