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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渗三黄液组方联合常规西药治疗难治性溃疡临床观察
彭涛
廊坊市中医医院，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高渗三黄液组方联合常规医药治疗难治性溃疡的疗效。方法：将 219 例难治性溃疡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113 例以及对照组 106 例。治疗组行高渗三黄液联合凡士林药敷治疗，对照组单行凡士林药敷治疗。给药后随访，观察临床疗效
及不良事件。结果：治疗 1 周后，2 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0.27%、78.3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 2 周
后，2 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7.35%、85.85%，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2 组治疗后疼痛评分以及肉芽生长情况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65%，对照组为 9.43%，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高渗三黄液组方联合常规医药治疗难治性溃疡简单且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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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溃疡又称慢性皮肤溃疡，常见于老年人群，尤其是

对照组

2.2

对进行常规创面清洗，将凡士林纱布条敷于溃

糖尿病及大隐静脉曲张回流障碍的老年人 。随人口老龄化趋

疡面，２４ ｈ 更换 １ 次，疗程为 ２ 周。

势、糖尿病等疾病发生率的上升，难治性溃疡也逐步增长。在

３

治疗手段上通常采用手术、中医药及物理等疗法，中医学认为

3.1

［１］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２ 组给药后 １、２ 周对其进行随访，据随访结

观察指标

难治性溃疡以外因邪气炽盛及内因正气不足为主 。治疗以扶

果分 ４ 个阶段（痊愈、显效、好转、无效）进行评分。同时，对

［２］

正驱邪、益气养血及清热解毒为主。笔者对 ２１９ 例难治性溃

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临床症状、手术不良事件及严重不良事

疡患者进行分析、总结，采用高渗三黄液联合西药治疗 １１３

件进行评定。

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3.2

１

临床资料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进行组与组之间的比较；计数资料
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于廊坊中医医

一般资料

1.1

统计学方法

以（％ ）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院就诊及确诊的难治性溃疡患者 ２１９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

４

为 ２ 组（治疗组 １１３ 例、对照组 １０６ 例）。治疗组男 ７２ 例，女

4.1

４１ 例；年龄 １８～８５ 岁，平均（５１．５±１．３）岁；病情程度：重度

溃疡面愈合，底部平坦且上皮覆盖，病变处无炎症发生。显

１８ 例，轻中度 ９５ 例；其中 ８４ 例为中老年人，病种包括：褥

效：皮肤表面溃疡中度愈合，底部新生肉芽组织占溃疡面的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疗效标准

参考文献［４］相关标准，痊愈：症状完全消失，

疮 ４３ 例，糖尿病足 １５ 例，大隐静脉曲张至下肢溃疡 ２６ 例。

３５％ ～６５％ ，溃疡面直径缩短至 ０．５～３．０ ｃｍ 。好转：症状明

对照组男 ６０ 例，女 ４６ 例；年龄 １８～８５ 岁，平均（５１．５±１．３）

显减轻，溃疡面直径缩短＜０．５ ｃｍ 。无效：症状无变化，溃疡

岁；病情程度：重度 ２１ 例，轻中度 ８５ 例；其中 ７７ 例为中老

边缘炎症的反应较明显，面积无变化。

年人，病种包括：褥疮 ４０ 例，糖尿病足 １１ 例，大隐静脉曲

4.2

张至下肢溃疡 ２６ 例。２ 组患者年龄、性别、病情程度、病种

总有效率分别为 ９０．２７％ 、７８．３０％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意 义 （P ＜０．０５）。 治 疗 ２ 周 后 ， ２ 组 的 总 有 效 率 分 别 为

病例选择

1.2

１ ｃｍ ≤溃疡面≤８ ｃｍ ；原发疾病（糖尿病、

脑栓塞等）得以有效控制；溃疡单发；无接受手术者。排除
［３］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１，表 ２。治疗 １ 周后，２ 组的

９７．３５％ 、８５．８５％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４．３

2 组治疗前后疼痛评分及肉芽生长情况比较

见表 ３。２

脏器（心、肾、肝等）严重损伤者 。本研究经过本院医学伦

组治疗后疼痛评分以及肉芽生长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理会批准同意进行，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

（P ＜ ０．０５）。

书。

4.4

２
2.1

对患者进行常规创面清洗后，将提前浸泡在高
表1

渗三黄液中的纱布条敷于溃疡面，上层敷于凡士林纱条保湿，
外层予无菌辅料固定，２４ ｈ 更换 １ 次，疗程为 ２ 周。其中自
拟高渗三黄液药方组成：黄芩、黄柏、黄连、地榆炭各 ２０ ｇ，
３％ 高渗盐水。制法：将四药（黄芩、黄柏、黄连、地榆炭）烘
干并研成粉进行消毒，装入经过消毒干燥后的玻璃瓶中，同时
加入 ３％ 高渗盐水混匀，静置浸泡 ４８ ｈ，取上方澄清液体，名
高渗三黄液。

见表 ４。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２．６５％ ，

对照组为 ９．４３％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

治疗方法
治疗组

安全性评估

组

别

2 组治疗后 1 周临床疗效比较

例

无效 总有效率（％）

n

痊愈

显效

好转

治疗组

１１３

２８

５４

２０

１１

９０．２７

对照组

１ ０６

２４

２８

３１

２３

７８．３０

χ２ 值

５．９６９ ０

P值

０．０１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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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组

别

n

2 组治疗后 2 周临床疗效比较
例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February 2017 Vol.49 No.2

黄芩）均具有清热解毒、泻火燥湿等疗效，三药合用能发挥协
同作用。地榆炭具有凉血、止血及解毒敛疮等功效，四药合并

治疗组

１１３

７４

２９

７

３

９７．３５

湿敷于溃疡面利于溃疡面愈合。②治疗方法操作简单且痛苦

对照组

１ ０６

２７

３０

３４

１５

８５．８５

较小，符合传统观念，从而提升了病患依从性与积极配合治

χ２ 值

９．５８２ １

疗。高渗三黄液刺激性较小，且不良反应低，偶见红肿痒及局

P值

０．００２ ０

部刺激，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２．６５％ 低于对照组（P ＜ ０．０５），

表3

即采用高渗三黄液对难治性溃疡患者进行治疗的安全性高。

2 组治疗前后疼痛评分及肉芽生长情况比较（x±s） 分
疼痛评分
肉芽生长情况
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同时高渗三黄液组在疼痛评分、肉芽生长情况上均优于对照

治疗组 １ １ ３ １．８３±０．９５ ０．２６±０．４５ １ ．０６±０．２０ ２．４８±０．７５

可见，高渗三黄液治疗难治性溃疡患者，溃疡面附着性好

对照组 １ ０６ １ ．９９±０．４９ ０．８３±０．６７ １ ．１０±０．４２ １．９６±０．７４

且易于更换，能充分发挥其药效，有效地控制感染从而改善

t值

１ ．５６８ ５

８．２５１ ０

０．９１ １ ０

５．１９８ ３

血液供应。具有促进肉芽组织生长、创面收缩及上皮化的疗

P值

０．１１８ ２

０．０００ ０

０．３６３ ３

０．０００ ０

效。此方优点在于无并发症及无需住院治疗，适于各种程度

组

组（P ＜ ０．０５）。

的难治性溃疡。缺点则在于样本例数、总结成果和扩大科研成
表4
组

例

果的影响及临床应用的推广。本研究将中西医二者相结合，标

局部红肿痒 发生率（％）

本同治、缓急并用，即提升了治疗效果，减轻了病患治疗痛

发热

肉芽高于皮肤

治疗组 １ １３

１

０

２

２．６５

苦，同时还降低了医疗费用。经临床应用证实，此疗法不仅有

对照组 １ ０６

２

４

４

９．４３

效地缩短创面愈合时间，且遵循了患者避免手术的治疗心理。

χ２ 值

４．２２３ ２

通过中西医合用的治疗方案，方法简单且高效，减轻了患者痛

P值

０．０３９ ９

苦，易于被病患接受。

５

别

安全性评估

n

讨论
难治性溃疡在中医学属疮疡。中医药治疗具有悠远的历史

及丰富的经验。在国外，对久治不愈的溃疡多采用手术植皮、
肌皮瓣及皮瓣移植等方案，而在我国多因患者传统观念的影
响，难以接受手术疗法［５］。笔者采用的高渗三黄液 ＋ 凡士林对
溃疡面进行治疗，治疗后 ２ 组临床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其有效率增高的原因主要有：①高渗三
黄液中的 ３％ 高渗盐水能抑制伤口的细菌繁殖，增强肉芽组织
的控制能力，同时高浓度梯度差利于肉芽水肿消退，从而提升
细胞免疫功能，促进伤口愈合。经现代研究证实，高渗三黄液
中黄芩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抗病毒等抗炎作用；黄
柏成份中含小檗碱，具有抗菌、收敛等消炎作用；黄连成份中
含有的黄连素，具有消炎、抗菌的功效，三黄（黄连、黄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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