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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临床观察
赵勇 1，徐文华 2，陈继东 1，2，左新河 2，陈如泉 2
１． 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１；２． 湖北省中医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１

［摘要］ 目的：观察甲巯咪唑片联合活血消瘿片治疗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8 例患者
按就诊序号随机分为 2 组，完成试验者 60 例，治疗组 30 例，采用甲巯咪唑片联合活血消瘿片治疗；对照组 30
例，采用单纯甲巯咪唑片治疗。疗程 3 月。观察甲状腺功能游离甲状腺素 （FT）、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4
（FT）、促甲状腺激素
（
TSH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
TPoAb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 的变化，甲状
3
腺彩超的变化，及安全性 （血常规、肝肾功能）。结果：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80.0%，对照组为 53.3%，2 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2 组治疗前后 FT 4、FT 3、TSH、TPoAb、TgAb 组内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0.05）；2 组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0.05）。2 组治疗前后最大结节直径组内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2 组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也有显著性意义 （P＜0.05）。治疗期间，治疗组有 1
例发生药物性皮疹，1 例月经量过多、经期延长；对照组 1 例白细胞减少。肝功能、肾功能均未发生显著改
变。结论：甲巯咪唑片联合活血消瘿片治疗毒性结节性甲状腺有较好疗效。
［关键词］ 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活血消瘿片；甲巯咪唑片；中西医结合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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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性 结 节 性 甲 状 腺 肿 （ＴＭ ＮＧ） 是 一 种 不 同 于

药物严重过敏者；未完成本实验者。

Ｇｒａｖｅｓ 病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在我国为常见

２ 治疗方法

病，且发病有增高的趋势，本病多发生在 ４０～５０ 岁

2.1

以上，女性多见。患者先有结节性甲状腺肿大多年，

唑片，每次 １０ ｍｇ，每天 ２ 次；病重者可以每天 ３ 次。

以后才出现功能亢进症状，由单个结节引起者，可能

2.2

是功能自主的甲状腺结节，由多个结节引起的，临

活血消瘿片，每次 ４ 片，每天 ３ 次。活血消瘿片由

床特点是起病慢，甲亢临床表现较轻，或不明显，

蜣螂虫、土鳖虫、蜈蚣、莪术、王不留行、桃仁、猫

眼部的表现较少，容易发生心肌损害，其病因尚未

爪草、柴胡等组成，由本院药剂科制成片剂。

对照组 采用甲巯咪唑片治疗，常规口服甲巯咪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本院自制中成药

治疗组

疗程 ３ 月。

明了 。目前，主要治疗方法包括抗甲状腺药物
［１］

（ＡＴＤ）、放射性 １３１ 碘和手术治疗。ＡＴＤ 作用较缓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慢，且结节难以消除，易于复发；放射性 １３１ 碘能

3.1

消除甲亢症状，不能使结节缩小，并且起效时间不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ＴＰｏＡｂ）、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等，剂量不易掌握，容易并发甲减；手术治疗复发率

（ＴｇＡｂ）的变化，甲状腺彩超的变化，及安全性（血常

高，手术风险大，且部分患者本身不耐受 ［２］。笔者采

规、肝肾功能）。

用甲巯咪唑片联合活血消瘿片治疗 ＴＭ ＮＧ ３０ 例，取

3.2

得较好疗效，结果报道如下。

ＳＰＳＳ１３．０ 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用

１ 临床资料

t 检验；计数用率或者构成比表示，用 χ２ 检验。

1.1

一般资料

共纳入 ６８ 例，均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观察甲状腺功能 ＦＴ４、ＦＴ３、ＴＳＨ、

观察指标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运用医学统计软件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疗效标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就诊于湖北省中医院甲状腺专科门诊

4.1

患者，按就诊序号随机分为 ２ 组，最终完成实验结

（试行）》 及文献 拟定。临床控制：结节不能触及，

果者 ６０ 例。治疗组 ３０ 例，女 ２１ 例，男 ９ 例；年龄

彩超显示最大结节直径＜０．３ ｃｍ；显效：彩超显示最

１８～６０ 岁，平均（４９．３±８．９）岁；病程 ０．５～１１ 年，

大结节直径缩小≥６０％ ；有效：彩超显示最大结节

平均（５．８±３．０）年。对照组 ３０ 例，女 ２３ 例，男 ７ 例；

直径缩小≥３０％ ；无效：彩超显示最大结节直径无

年龄 １９～５８ 岁，平均（４８．１±９．２）岁；病程 ０．５～１１．５

明显缩小。

年，平均（５．０±３．９）年。２ 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

4.2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８０．０％ ，对照组为 ５３．３％ ，２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1.2

诊断标准

参照《甲状腺疾病诊疗学》 ［３］中相关标

［４］

［５］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１。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意义（P＜０．０５）。

准拟定，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血清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４）升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高、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ＦＴ３）升高、促甲状腺激素

组

别

n

（ＴＳＨ）降低，彩超显示甲状腺结节。中医痰瘀互结证候

对照组

30

3

诊断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

治疗组 30
2
5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４］

1.3

纳入标准

年龄 １８～６０ 岁；符合西医诊断并

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候诊断。
1.4

排除标准

不符合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者；妊

娠及哺乳期妇女；合并严重心、脑、肾等疾患者；对

4.3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1

例

无效

总有效率(%)

12

14

53.3

17

6

80.0①

2 组治疗前后 FT 4、FT 3、TSH、TPoAb、TgAb

变化比较

见表 ２。２ 组治疗前后 ＦＴ４、ＦＴ３、ＴＳＨ、

ＴＰｏＡｂ、 ＴｇＡｂ 组 内 比 较 ， 差 异 均 有 显 著 性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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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０．０５）；２ 组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痛，二者皆归肝经，咸寒辛温互补，共为臣药；莪术

意义（P＜０．０５）。

破血行气、消积止痛，王不留行活血通经，桃仁活血

表2

祛瘀，猫爪草化痰散结、解毒消肿，共为佐药；柴胡

2 组治疗前后 FT4、FT3、TSH、

疏肝解郁，入肝胆二经，既入气分又入血分，协助诸

TPoAb、TgAb 变化比较（x±s）
组 别 时 间 FT3(pg/mL)

FT4(ng/dL)

对照组 治疗前 12.03±4.80
(n=30) 治疗后

TSH(μIU/mL)

6.50±2.60
①

0.08±0.11
①

①

4.30±1.75 1.79±1.20 0.90±1.32

治疗组 治疗前 13.20±5.20

6.00±3.10 0.05±0.12

TPoAb(%)

药疏肝化瘀，为使药。全方共奏活血化痰、消瘿散结

TgAb(%)

52.00±11.00 43.50±9.80
41.20±8.20

细胞因子水平来抑制甲状腺滤泡及组织的增生，同时

55.00±9.20

44.40±11.00

也可以诱导甲状腺细胞凋亡［８］。

①

(n=30) 治疗后 3.90±1.40 1.20±0.95 1.80±1.22 45.00±8.10 39.50±7.7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①②

①②

之效。实验研究表明，活血消瘿片可以通过调节多种

48.00±9.50

①

①②

①②

①②

②P ＜ 0.05

本临床观察结果表明，甲巯咪唑片联合活血消瘿
片治疗 ＴＭ ＮＧ，不仅能改善症状，控制甲状腺功能，
还能有效缩小或消除甲状腺结节，起到有效的治疗目

见表 ３。２ 组

的，体现中 医 药 的 优 势 。 笔 者 体 会 是 ， 直 径 小 于

治疗前后最大结节直径组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１．５ ｃｍ 的单发结节比多发结节效果好，初发的甲亢病

（P＜０．０５）；２ 组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也有显著性意

情较轻者比反复复发者效果好，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 滴度阴

义（P＜０．０５）。

性者效果较好，抗甲亢治疗中出现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

4.4

2组治疗前后最大结节直径比较

表3
组

2 组治疗前后最大结节直径比较（x±s）

别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1 .95±1 .02

1 .78±1 .05①

cm

治疗组
1 .36±0.81 ①②
1 .87±0.98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安全性分析

亢仍存在或基本控制须要继续 ＡＴＤ 维持治疗，结节仍
存在可以继续服用活血消瘿片。如果少数患者甲亢控制
不好，结节持续性增长者，不排除选择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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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P ＜ 0.05

4.5

退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者效果较好。３ 月疗程后，如甲

治疗期间，治疗组有 １ 例发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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