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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冰舒膏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疗效观察
陈国珍 1，黄慧 1，陈文华 1，陈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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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四黄冰舒膏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

在惠州市中医医院治疗的60例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

例。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扶他林软膏外敷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四黄冰舒膏外敷治疗，均

持续治疗7 d。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治疗前后的血清血尿酸(BUA)、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红细胞沉降率

(ESR)水平，以及治疗前、治疗后3 d、7 d时的关节疼痛、肿胀评分，观察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的BUA、hs-CRP、ESR水平分别为(459.93±37.61) μmol/L、(9.50±1.42) mg/L、(16.95±2.36) mm/h，与对照组

的(464.18±40.5) μmol/L、(10.02±1.28) mg/L、(17.51±2.06) mm/h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3 d后，观察

组患者的关节疼痛、肿胀评分分别为(3.11±0.56)分、(1.31±0.29)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92±0.64)分、(1.59±0.32)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7 d后，观察组患者的关节疼痛、肿胀评分分别为(1.56±0.30)分、(0.74±0.15)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11±0.47)分、(1.03±0.1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总

发生率分别为3.33%和6.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四黄冰舒膏治疗缓解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疗效显

著，可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肿胀情况，安全性好，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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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Sihuang Bingshu Oin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gouty arthritis. CHEN Guo-zhen 1,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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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uizhou 51600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ihuang Bingshu Oin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gouty arthritis.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acute gouty arthritis in Hui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July 2019 to Jul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

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external appli-

cation of Votalin ointment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by external applica-

tion of Sihuang Bingshu Ointment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both for 7 days.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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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性关节炎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疾病之一，主

要是由于尿酸盐在关节囊、滑囊、骨质等部位沉积所致

的一种炎症反应性疾病，急性期时可出现局部关节突

发性的疼痛、红肿等症状，对生活质量有着严重影响。

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不断改变，本病的发病率日趋增

长，且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1-2]。西医主要应用非甾体

类抗炎药、糖皮质激素治疗本病。祖国医学认为本病

属于“痹症”范畴，治疗应以“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为

主，中医外治法在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有独特的优

势[3]。笔者临床中拟定四黄冰舒膏用于急性痛风性关

节炎患者的治疗，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年 7月至 2020年 7月

在惠州市中医医院接按治疗的 60例急性痛风性关节

炎门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西医诊断参

照《内科学》[4]，有高尿酸血症病史，急性发病，出现突

然性的关节疼痛症状，并伴有红肿、发热等表现；②中

医诊断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5]，属“湿热

蕴结型”，猝然发作的骨关节疼痛、红肿证，局部灼热

感，可合并口干、溲赤、烦躁、发热等症，舌质红、舌苔

黄腻，脉象滑数；③急性发病至就诊时间<7 d；④单个

关节受累。排除标准：①近两周内使用过和疾病相关

的治疗药物；②合并其余关节疾病，例如骨关节炎、类

风湿关节炎等；③受累关节局部组织合并关节溃疡、

破损、皮疹等情况；④合并血液性疾病、糖尿病、感染

等严重内科基础疾病；⑤合并心脑血液疾病、肝肾功

能障碍、恶性肿瘤等重大躯体疾病；⑥既往有外用药

物过敏情况。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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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本研究经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研究知情

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x-±s，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

30

30

男

22 (73.33)

23 (76.67)

女

8 (26.67)

7 (23.33)

年龄(岁)

49.85±7.02

50.11±6.57

0.148

0.883

病程(年)

2.64±0.30

2.58±0.55

0.525

0.602

发病至入院时间(d)

3.28±0.61

3.23±0.70

0.295

0.769

跖趾

20 (66.67)

22 (73.33)

踝

7 (23.33)

6 (20.00)

其余

3 (10.00)

2 (6.67)

性别 受累关节

0.089

0.766

0.372

0.830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急性痛风性关

节炎常规处理，包括禁烟禁酒、禁食海鲜、豆制品，多

饮水、卧床休息、适当抬高患肢等，并常规口服塞来昔

布(规格 0.2 g，厂家：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J20140072)，0.2 g/次，2次/d。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

基础上，给予扶他林软膏(规格20 g，厂家：北京诺华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9990291)治疗，使用方法：首先仔

细清理患处，于受累关节部位涂抹一层，厚度1 mm左右，

轻柔按摩后直至完全吸收即可，2次/d。观察组患者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四黄冰舒膏(惠州市中医医院药

学部制剂室制作，药物组成：黄连、大黄、黄芩、黄柏、

冰片、凡士林)治疗，使用方法：首先仔细清理患处，取

适量四黄冰舒膏均匀地涂于医用棉纱垫上，在患处贴

敷，以胶带固定，每日更换一次。两组患者均持续治

疗7 d。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检测)方法 (1)临床疗效：

治疗7 d后，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6]评价临床

疗效。治愈：受累关节局部疼痛、肿胀症状消失，可恢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changes of serum uric acid (BUA),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and eryth-

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changes of joint pain and swelling scores before treat-

ment, 3 days and 7 days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was observed during the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

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3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3.33%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BUA, hs-CRP, and ESR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459.93±37.61) μmol/L, (9.50±

1.42) mg/L, (16.95±2.36) mm/h, as compared with (464.18±40.5) μmol/L, (10.02±1.28) mg/L, (17.51±2.06) mm/h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ree days after treatment, the joint pain and swelling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3.11±

0.56) points and (1.31±0.29) point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3.92±0.64) points and (1.59±0.32) points of

control group (P<0.05); 7 days after treatment, the joint pain and swelling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56±

0.30) points and (0.74±0.15) point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11±0.47) points and (1.03±0.18) points of con-

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s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3.3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6.67% in the con-

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ihuang Bingshu Ointment has a sig-

nificant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gouty arthritis,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joint pain and swelling, with good

safety, and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Acute gouty arthritis; Sihuang Bingshu Ointment; Clinical efficacy; External application; Joint

swelling and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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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正常活动，无其余不良现象；好转：受累关节局部疼

痛、肿胀症状明显缓解，但仍有部分关节活动受限情

况；无效：受累关节局部疼痛、肿胀症状、活动受限等

均无明显变化，甚至加重；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

效例数)/总例数×100%。(2)血清指标：治疗前、治疗

7 d 后采集所有患者的清晨空腹静脉血样本 3 mL，

3 000 r/min转速、半径10 cm进行离心处理，收集上层

血清样本备检，采用美国Beckman Coulter公司生产的

DX80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血尿酸(BUA)、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的变化，并使用上海涵

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ESR30型全自动血沉分

析仪检测红细胞沉降率(ESR)。(3)关节疼痛和肿胀

评分：治疗前、治疗后 3 d、7 d 时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 [7]评价关节疼痛情况，分值范围 0~10 分，分

值越高则代表所出现的疼痛情况越让人难以忍受；

关节肿胀评分[6]分4个等级，0分表示无肿胀情况，1 分

表示有轻度肿胀、但肿胀程度未超过骨突部，2 分表

示存在中度的肿胀、肿胀程度和骨突部之间呈平行

状态，3 分表示肿胀程度很重、肿胀范围已超过骨突

部。(4)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

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33%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0，P=0.038<0.05)，

见表2。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 BUA、hs-CRP、

ESR 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BUA、hs-CRP、
ESR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关节疼痛和肿胀评分

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3 d、7 d时的关节

疼痛、肿胀评分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3 d、

7 d时的关节疼痛、肿胀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治愈

18

13

好转

10

9

无效

2

8

总有效率(%)

93.33

73.3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BUA、hs-CRP、ESR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534.84±75.09

530.17±82.31

0.230

0.819

治疗后

459.93±37.61a

464.18±40.52a

0.421

0.675

治疗前

22.44±3.61

22.53±3.08

0.104

0.918

治疗后

9.50±1.42a

10.02±1.28a

1.490

0.142

治疗前

28.03±3.83

27.86±4.20

0.164

0.870

BUA (μmol/L) ESR (mm/h)

治疗后

16.95±2.36a

17.51±2.06a

0.979

0.332

hs-CRP (mg/L)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关节疼痛和肿胀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6.08±1.47

6.12±1.41

0.108

0.915

治疗3 d

3.11±0.56a

3.92±0.64a

5.217

0.001

治疗7 d

1.56±0.30a

2.11±0.47a

9.823

0.001

治疗前

2.27±0.36

2.25±0.40

0.204

0.839

治疗3 d

1.31±0.29a

1.59±0.32a

3.551

0.001

关节疼痛 关节肿胀

治疗7 d

0.74±0.15a

1.03±0.18a

6.779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2.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

期间均无贴敷部位红疹、瘙痒等过敏现象发生，观察

组有 1例胃肠道不适患者，对照组有 2例胃肠道不适

患者，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 3.33%和 6.67%，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51，P=0.554)。

3 讨论

痛风性关节炎属于一种代谢性疾病，发病原因和

遗传、饮食、环境等因素相关，主要发病机制是由于尿

酸盐在体内长期沉积，当其浓度过高后可形成尿酸盐

微结晶，并在关节部位出现累积，促使单核巨噬细胞

大量黏附及渗出，诱发炎症因子的释放，最终导致机

体出现局部急性的炎症反应[8-9]。西医在治疗痛风性

关节炎中主要采取非甾体类抗炎药为主，但不良反应

较多，长期服用甚至有肝肾损害风险，临床应用有一

定局限性[10]。因此，寻找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方式治

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显得极为重要。

中医治疗近年来在急性痛风性关节炎中的应用

也备受临床学者重视。中医中认为，该病的病机主要

为正虚邪实、邪正相争，由于机体正气不足、肝肾亏

虚，易受外邪入侵，致湿热瘀阻经络、附于关节，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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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不畅、不通则痛，发为此病 [11]。患者处于急性期

时，主要证候表现类型为“湿热蕴结型”，该时期患者

机体湿浊瘀滞现象较重，应标实兼治，治疗方针以“活

血化瘀、通络止痛”等方为主[12-13]。本研究中所使用的

四黄冰舒膏中主要成分包括黄连、大黄、黄芩、黄柏，

其中黄连、黄柏具有解毒清热、止痛消肿之效，其中大

黄可活血化瘀、解毒清热，黄芩则具有解毒清热、凉血

止血的功效，共奏活血化瘀、止痛消肿、解毒通络之

效，再加上冰片混合，增加清热止痛的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四黄冰舒膏治疗的患者临

床总有效率为 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3.33%，且

在治疗后 3 d、7 d 时患者的关节疼痛、肿胀评分均更

低，提示四黄冰舒膏更有助于改善患者关节疼痛、肿

胀等情况。分析其作用机制如下：(1)通过局部贴敷的

方式，四黄冰舒膏药物各成分的药效可经皮肤角质层

直接到达受累关节部位，发挥直接的作用效果，进一

步缓解关节组织周围的局部炎症反应，缓解关节疼

痛、肿胀；相关研究也显示，通过局部外敷的方法可进

一步促进关节软组织疾病患者的症状恢复[14]。(2)黄

连、大黄、黄芩、黄柏在现代药理学中均具有抗炎止

痛、改善局部微循环的效果，大黄中的大黄素不仅可

明显地抑制炎症因子释放，且可双向调节机体免疫功

能，而黄柏中的有效成分生物碱类对炎症反应早期所

致的毛细血管扩张、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等过程均具

有抑制作用，冰片在现代药理学中也具有消肿、抗炎

的功效，且有助于促进机体痛阈值的提高，缓解局部

组织所产生的伤害性刺激信号，发挥镇痛效果[15]。此

外，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BUA、

hs-CRP、ESR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同时，在不良反应方面，两组患者均无相关贴敷不良

现象发生，提示四黄冰舒膏的应用具有良好的安全

性。虽然两组患者中均有患者出现胃肠道不适，但不

影响治疗，考虑与口服的非甾体类抗炎药塞来昔布相

关。但本研究也存在不足，如均有西医的基础治疗，

未分析单独使用四黄冰舒膏的疗效和安全性等。

综上所述，四黄冰舒膏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可

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肿胀情况，疗效显著且安全性好，

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STROBL S, HALPERN EJ, ELLAH MA, et al. Acute gouty knee ar-

thritis: ultrasound findings compared with dual-energy CT findings

[J]. AJR Am J Roentgenol, 2018, 210(6): 1323-1329.

[2] HASE R, KURATA R, ISHIDA K, et al. Acute gouty arthritis during

favipiravir treatment for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J]. Intern Med,

2020, 59(18): 2327-2329.

[3] 吴晓东, 霍维玲, 徐强, 等. 新鲜芦荟外敷联合曲安奈德关节腔注射

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疗效评价 [J]. 海南医学, 2017, 28(19):

3133-3137.

[4] 葛均波, 徐永健. 内科学[M]. 8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856-859.

[5] 郑筱萸.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02: 26.

[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 北京: 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 2012: 51-52.

[7] 严广斌. 视觉模拟评分法 [J/CD]. 中华关节外科杂志 (电子版),

2014, 8(2): 273.

[8] LÖFFLER C, SATTLER H, LÖFFLER U, et al. Size matters: thera-

pys regarding the sonographic double contour sign in different joint

sizes in acute gouty arthritis [J]. Z Rheumatol, 2018, 77(9): 815-823

[9] MIRMIRAN R, BUSH T, CERRA MM, et al. Joint clinical consen-

sus statemen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foot and ankle surgeons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urse practitioners: etiolog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onsensus for gouty arthritis of the foot and ankle [J]. J

Foot Ankle Surg, 2018, 57(6): 1207-1217.

[10] 刘元德, 李昊. 小剂量秋水仙碱联合美洛昔康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疗

效观察[J]. 海南医学, 2018, 29(17): 2486-2489.

[11] 刘婷, 张霞, 李飞燕.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进展[J]. 中国

中医急症, 2019, 28(2): 374-376.

[12] 梁晖, 张意侗, 解纪惠, 等.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中药治疗进展[J].

中国中医急症, 2019, 28(3): 553-556.

[13] 于广莹, 高颖, 曹作贵. 中西医结合外敷治疗痛风性关节炎临床研

究进展[J].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20, 26(1): 194-197.

[14] 陈群群, 崔俊英, 李朋, 等. 四黄膏外敷结合清热利湿通络法治疗急

性痛风性关节炎 (湿热蕴结证)的疗效观察 [J]. 中国中医急症,

2020, 29(2): 323-325.

[15] 蒋恩宇, 孙波. 中药外敷法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研究进展[J].

中医正骨, 2019, 31(4): 56-58, 60.

(收稿日期：2021-03-17)

··2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