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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化蠲痹方治疗膝骨性关节炎临床研究
王云卿 1，刘喜德 2，余建明 2
１． 杭州市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００；２．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３

［摘要］ 目的：观察温化蠲痹方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90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各 45 例，
对照组采用美络昔康片和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口服，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温化蠲痹方治疗，均治
疗 3 月。结果：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3.33%，对照组为 84.44%，2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2 组
治疗前后疼痛、关节僵硬、生理功能、指数总积分等骨关节指数积分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0.05）；
治疗后治疗组上述各项评分较对照组改善更显著，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0.05）。结论：温化蠲痹方治疗膝
骨性关节炎疗效好，疗效肯定。
［关键词］ 膝骨性关节炎；中西医结合疗法；温化蠲痹方；骨关节指数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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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性关节炎（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ＯＡ）其基本病理改变

天；②Ｘ 线摄片示关节边缘骨赘形成，排除已有关节

是多种致病因素引起的进行性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

内、外翻畸形病例；③膝关节滑膜液相：清、黏，白

丧失，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边缘骨赘形成。关节疼

细胞＜２ ０００／ｍＬ；④如无滑膜液指标，则年龄＞４０

痛、僵硬、肿大、畸形及功能障碍为其主要临床表

岁；⑤膝关节晨僵＜３０ ｍｉｎ；⑥膝关节主动活动时有

现，常伴有继发性滑膜炎，是常见老年病 ［１］。发病多

咿扎声（捻发音）。符合①②或①③⑤⑥或①④⑤⑥则

见于负重和易磨损关节，膝关节受累最多见，称为膝

膝 ＯＡ 诊断成立。

关节骨性关节炎，又名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病。近年

1.3

来，笔者自拟温化蠲痹方法治疗膝 ＯＡ，取得较好疗

治疗或服用其他药物者，患者知情同意。

效，结果报道如下。

1.4

１ 临床资料

血系统等严重疾病及精神病患者；②虽符合诊断标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２

纳入标准
排除标准

符合以上诊断标准，未用其他方式
①合并心脑血管、肝、肺、肾、造

准，但不能坚持完成本治疗者；③未能按规定用药，

年 ６ 月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关节病科门诊患者，

无法判断疗效者，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判断者；④

共 ９０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２ 组各 ４５ 例，治

合并有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等其他膝

疗 组 男 ２０ 例 ， 女 ２５ 例 ； 年 龄 ５３ ～７９ 岁 ， 平 均

关节疼痛性疾病者；⑤膝关节曾经有明显外伤史者。

（６６．０２±５．１）岁；病程 １～１６ 年，平均 ３．６１ 年。对照

２ 治疗方法

组 男 ２１ 例 ， 女 ２４ 例 ； 年 龄 ５１ ～７６ 岁 ， 平 均

2.1

（６４．０２±４．９）岁；病程 ０．５～１４ 年，平均 ３．３６ 年。２

限公司生产），每次 ７．５ ｍｇ，每天 １ 次，口服；盐酸

组病例性别、年龄和病程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显

氨基葡萄糖胶囊（香港奥美制药厂生产），每次 ０．７５ ｇ，

著性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每天 ２ 次，口服。疗程为 ３ 月。

1.2

诊断标准

采用美国风湿病协会制定的膝 ＯＡ

诊断标准 ：①膝关节痛 １ 月内就诊，疼痛时间＞１４
［２］

2.2

对照组

治疗组

美络昔康片（上海勃林格殷格瀚制药有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予自拟温化蠲

痹方。处方：防风、丹参、白芷、僵蚕、炒白术各

［收稿日期］ 2013-08-05
［基金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LY12H29008）；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 （编号：2012ZB121）
［作者简介］ 王云卿 （1985-），男，医学硕士，住院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诊治风湿病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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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ｇ，薏苡仁、威灵仙各 ３０ ｇ，全蝎、蜈蚣各 ３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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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讨论

忍冬藤 ２０ ｇ，白芥子 １５ ｇ。疼痛较重者加红花 １５ ｇ，

目前，膝 ＯＡ 治疗主要目的在于缓解疼痛、阻止

地龙 ９ ｇ；痛而肢冷者加桂枝 １０ ｇ。每天 １ 剂，加水

和延缓疾病的发展及保护关节功能，尚无根治方法。

文火煎 ２ 次，每次煎取汁 ２５０ ｍＬ，分 ２ 次口服。疗

膝 ＯＡ 属于中医学痹证范畴。清·沈时誉 《医衡·痹证

程为 ３ 月。

析微》 曰：“痹者，闭也。皮肉筋骨为风寒湿气杂

３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染，血脉闭塞而不流通也。”指出本病发病机制多为

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的症状、体征、

感受风寒湿之邪，痹阻筋脉；或劳损外伤致气滞血

关节功能改善情况，参考 《骨科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

瘀，瘀阻脉络；或年老久病，肝肾亏虚，筋脉失于

记录患者治疗前、后的关节炎指数（ＷＯＭ ＡＣ）评分，

濡养而成。中医药对膝 ＯＡ 的治疗有较好的临床疗

包括 ３ 个方面内容：关节疼痛程度、僵硬程度、生

效［５～６］。笔者通过长期临床观察，认为本病的基本病

理功能情况。每一问题按轻重程度分 ０～４ 五级尺

因病机为本虚标实、痰瘀痹阻。据此确立包括温阳、

度，总积分用各组成项目的积分总数来表示，

化痰、化瘀法组成的温化蠲痹方，方中防风、白芷、

ＷＯＭ ＡＣ 分数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

威灵仙、全蝎、蜈蚣均为辛温之品，具有温经通络、

3.1

观察项目

［３］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

祛风除湿、消肿止痛之功；全蝎、蜈蚣配伍，剔络搜

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邪；白芥子与僵蚕相伍，具有化痰消肿散结、通络止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痛之功；忍冬藤性寒，既能清热除痹、活血化瘀，又

3.2

统计学方法

２

4.1

疗效标准

参考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能健脾而保护脾胃。全方配伍寒温并用，痰瘀并治，

（试行）》 拟定。治愈：关节疼痛肿胀消失，活动功

具有温通经络、化湿、化热（毒）、化痰、化瘀的功

能恢复正常。好转：关节疼痛、肿胀减轻，活动功能

效，使寒散、湿化、热除、痰消、瘀祛。

［４］

好转。未愈：关节疼痛及肿胀无变化。

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表明，方中防风主要含有挥

见表 １。总有效率治疗

发油烯类和多糖类等成分，具有消炎镇痛效果［７］。白

组为 ９３．３３％ ，对照组为 ８４．４４％ ，２ 组比较，差异

芥子能抑制浆膜、滑膜微血管的渗出，改善浆膜壁

有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

的微循环，使积液重吸收 ［８］。威灵仙主要成分为威灵

4.2

2 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表1 2 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治愈
好转
未愈

组 别
治疗组

45

22

对照组
45
16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例
总有效率(%)

仙总皂苷，能促进和维持软骨细胞合成Ⅱ型胶原和蛋
白多糖，帮助其合成代谢，抑制 ＩＬ－ １β 等细胞因子，

20

3

93.33

有效阻止 ＩＬ－ １β 及其下游分子对软骨损伤效应 ［９］。延

22

7

84.44

胡索的主要成分延胡索甲素、乙素，忍冬藤的黄酮类

①

忍冬苷和绿原酸等，均具有解热、镇痛、抗炎和调节
见表

免疫等作用；僵蚕对凝血酶 － 纤维蛋白原反应有直

２。２ 组治疗前后疼痛、关节僵硬、生理功能和指数

接抑制作用，具有抗血栓、抗凝等作用；丹参具有抗

总积分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治疗

炎、增强免疫和促进组织修复和再生等作用。全方诸

后治疗组上述各评分较对照组改善更显著，差异均有

药合用，具有镇痛、抗炎、抗凝和调节免疫等作用。

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

临床观察表明，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温

4.3

2 组治疗前后WOMAC 各指标积分比较

表 2 2 组治疗前后 WOMAC 各指标积分比较（x±s）
组 别 n 时 间
疼痛
关节僵硬
生理功能
总分
治疗组 45
对照组 45

治疗前 11.10±2.24
治疗后

3.87±1.26

35.67±10.28

分

51.43±14.53

7.10±1.72①② 3.00±0.86①② 26.54±8.30①② 36.54±11.07①②

治疗前 10.13±2.85

4.30±1.02

39.89±8.81

［参考文献］
［１］

吴东海，王国春．临床风湿病学［Ｍ ］．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８：５０８－ ５２７．

54.15±12.56

治疗后 8.87±2.22① 3.59±0.86① 30.17±7.46① 42.61±10.32①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②P ＜ 0.05

化蠲痹方是治疗膝 ＯＡ 的有效方剂之一。

［２］

曾庆徐，许敬才．骨关节炎的分类诊断和流行病学［Ｊ］．

［３］

蒋协远、王大伟．骨科临床疗效评价标准［Ｍ ］．北京：人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１９９８，１８（２）：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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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李小莉，张迎庆，黄通华．白芥子提取物的抗炎镇痛作
用研究［Ｊ］．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２００７，２１（６）：２８－ ３０．

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４９－ ３５３．
［９］

［５］

卢耀明，蔡阳娥，柴生颋，等．关节 ２ 号方治疗膝关节
骨关节炎的临床研究［Ｊ］．新中医，２００７，３９（４）：３５－ ３６．

关节炎的作用机制［Ｊ］．中国药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４０

［６］

刘中华．针刺配合中药熏洗治疗膝骨关节炎 ９８ 例［Ｊ］．新

（２）：１５７－ １６０．

李特，李运曼，刘丽芳，等．威灵仙总皂苷抗类风湿性

中医，２００８，４０（１０）：９０－ ９１．
［７］

（责任编辑：冯天保）

李文，李丽，是元艳，等．防风有效部位的药理作用研

中医动静结合辨治老年下肢创伤骨折临床研究
池达智 1，黄东平 1，罗晶 1，陈江 1，金丹 2
１．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急诊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８２；２．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创伤骨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摘要］ 目的：观察中医动静结合辨证治疗老年下肢创伤骨折的临床效果。方法：下肢创伤骨折的老年患
者 178 例，随机分为 2 组各 89 例。对照组应用西医切开复位、绝对固定。实验组应用动静结合的原则辨证施
治。2 组治疗结束后行常规功能锻炼。结果：总有效率实验组 86.50%，对照组 70.79%，2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P < 0.05）。实验组发生疼痛 4 例 （4.76%），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49%；对照组恶心 7 例 （7.87%），感
染 10 例 （11.24%），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9.10%。总体健康、疼痛与不适、积极感受、日常生活能力、关节活
动、对药物及医疗手段的依赖性等评分，实验组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P < 0.05）。结论：中医动静结合辨证治疗
老年下肢创伤骨折的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关键词］ 下肢创伤骨折；中医；动静结合；老年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３．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下肢骨折的治疗与康复，多数患者与治疗人员常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６－ ７４１５ （２０１４） ０３－ ０１０１－ ０３

１ 临床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常认为只需要静养即可，但在静养的时候往往会导

1.1

致健侧或者上肢肌无力，并且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会

珠江医院治疗的下肢创伤骨折的老年患者，共 １７８

导致神经迟钝。正确的做法是在治疗、康复期间动

例，男 １１８ 例，女 ６０ 例；年龄 ６０～９１ 岁，平 均

静结合 。下肢骨折处，关节无法进行运动锻炼，可

（６９±４．１）岁。骨折原因：高空坠落 ３７ 例，汽车撞伤

以运动其周围的肌肉组织等。如大腿骨折，可通过活

７９ 例，坠落伤 ３０ 例，建筑物塌方 ２６ 例，挤伤 ６

动脚趾来牵动大腿上的肌肉，还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肌

例。下肢骨折类型：股骨颈骨折，股骨粗隆间骨折，

肉收缩练习 。这样可以让受伤部位附近的血液循环

股骨干骨折，股骨髁上骨折，股骨髁间骨折，髌骨骨

加快，伤口就可以得到更多养分，愈合得自然就快。

折，胫骨平台骨折，胫腓骨骨干骨折，踝部骨折，足

笔者采用中医动静结合辨证治疗老年下肢创伤骨折，

部骨折。随机分为 ２ 组各 ８９ 例。伤后就诊时间 １ ｈ～

收到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２０ 天。手术后均随访 ３ 月。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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