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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味驴血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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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二十五味驴血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１８０ 例病例随机分为 ３ 组，空白对照
组给予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二十五味驴血丸；阳性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复方玄驹胶囊，
疗程均为 １２周。 ３组于治疗前后抽血送检，观察实验室指标变化及临床症状缓解情况。 结果　试验组及阳性对照组
的疗效及其在缓解临床症状（改善晨僵时间、关节肿胀数、关节压痛数）方面优于空白对照组（P ＜０．０５）。 结论　二十
五味驴血丸联合非甾体消炎镇痛药及改善风湿病情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可明显改善症状，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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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风湿关节炎（ＲＡ）是一种病因未明、以关节滑膜炎症病
变为主要特征，特点是对称性、多关节及双手小关节病变为主
的慢性免疫性疾病，早期表现为进行性多关节肿痛，晚期可出
现关节强直和畸形，关节功能严重受损。 流行病学显示，本病常
典型发生于 ３０ －５０ 岁左右的人群，此阶段发病率为 ０．３％ －
３％，多见于中年女性，女性和男性发病率为 ２∶１ －３∶１。 我科采
用二十五味驴血丸联合非甾体消炎镇痛药及改善风湿病情药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并以复方玄驹胶囊做阳性对照，取得了较
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１２０例均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在我科住院或门诊
的随访病人，随机分为 ３组。 试验组 ６０ 例，其中男 ３３ 例，女 ２７
例；平均年龄（４８．６ ±９．２１）岁；平均病程（５．９６ ±１．４６）年。 阳
性对照组 ６０ 例，其中男 ２９ 例，女 ３１ 例；平均年龄（５０．５ ±
１０．７５）岁；平均病程（６．１５ ±１．０９）年。 空白对照组 ６０ 例，其中
男 ３２例，女 ２８例；平均年龄（４９．７ ±１１．２６）岁，平均病程（５．９０
±１．８３）年。 ３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经统计学分析均无
显著性差异（P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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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试

行）》 ［１］拟定：中医辨证分型证属寒湿痹阻、肾气虚寒；临床表现
以关节冷痛肿胀为主症，以关节屈伸不利、晨僵、畸形、遇冷加
重、舌质淡、苔白等为次症。 西医诊断标准符合 ２００９ 年美国风

湿病学会（ＡＣＲ ） ／欧洲抗风湿病联盟（ＥＵＬＡＲ ）提出的 ＲＡ分
类标准和评分系统［２］ 。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中医及西医诊断标准；年龄＞１８岁。
１．４　排除标准

不符合纳入标准者；合并其他风湿病者；合并心、脑、肝、肾、
血液系统等严重疾病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精神病患者。
１．５　治疗方法

３组均常规给予非甾体消炎镇痛药及改善风湿病情药规律
治疗，依据患者个体情况选择不同非甾体消炎镇痛药及改善风
湿病情药。 试验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二十五味驴血丸（青
海帝玛尔制药有限公司生产）０．７５ｇ 口服，每日 ３ 次；阳性对照
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复方玄驹胶囊（浙江施强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１．２６ｇ口服，每日 ３次。 ３组均治疗 １２周。
１．６　观察指标

观察 ３ 组治疗前后晨僵时间、关节肿胀个数、关节压痛个
数、血沉（ＥＳＲ）、类风湿因子（ＲＦ）变化情况。

１．７　疗效判定标准［３］

类风湿关节炎评价指标 ＡＣＲ２０（患者关节肿胀及触痛的个

数）要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１）压痛关节数量改善≥２０％；（２）
肿胀关节数量改善≥２０％；（３）以下 ５ 项中有 ３ 项改善≥２０％：
患者自我疼痛评估；患者自我对疾病活动性的评估；医生对疾
病活动性的评估；患者自我对功能活动的评估；急性期反应物
（ＥＳＲ或 ＣＲＰ）。 ＡＣＲ５０、ＡＣＲ７０ 与 ＡＣＲ２０ 相似，只不过各项相

应改善的百分率分别更改为 ５０％和 ７０％。 有效为临床改善≥
２０％，无效为临床改善＜２０％。
１．８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计量资料的各项指标
评定的分值采用均数±标准差（-x ±s）表示，组间比较进行 ｔ检
验，计数资料进行χ２检验。
2　结果
２．１　３组临床疗效比较

结果见表 １。
表 1　3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ＡＣＲ２０ ▋ＡＣＲ５０ ▋ＡＣＲ７０ Ｔ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试验组 ６０ ｑ１０ ｘ１８ ▋２７ 5５５ ▋５ ▋９１ ▋．６７*

阳性对照组 ６０ ｑ９ ｄ１６ ▋２８ 5５３ ▋７ ▋８８ ▋．３３*

空白对照组 ６０ ｑ１１ ｘ１３ ▋１９ 5４３ ▋１７ ▋７１ ▋．６７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０．０５。

２．２　３组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比较
结果见表 ２。

表 2　3 组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比较　（-x ±s）

组别 晨僵时间（ｍｉｎ） 关节肿胀数（个） 关节压痛数（个） ＥＳＲ（ｍｍ／ｈ） ＲＦ（ ＩＵ／ｍＬ）
试验组 治疗前 １３５ ▋．２０ ±９２．７６ １１ Ｓ．７６ ±６．４９ １３ 靠．８２ ±７．７４ ６１ 　．２８ ±３２．１６ ２４９ 剟．６９ ±１１８．８０

（n ＝６０） 治疗后 ２０ ▋．７５ ±９．２１**＃ ２ Ｓ．４１ ±１．１３**＃ ２ 靠．６９ ±１．３４**＃ ２６ 　．８６ ±１３．１８ ５２ 剟．５９ ±３２．４７

阳性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３４ ▋．５６ ±９０．７７ １２ Ｓ．３７ ±５．８６ １３ 靠．６１ ±８．０２ ６３ 　．７８ ±３５．２２ ２３８ 剟．７５ ±１２６．７７

（n ＝６０） 治疗后 １９ ▋．９８ ±１０．４５**＃ ２ Ｓ．５６ ±１．２４**＃ ２ 靠．５３ ±１．２９**＃ ２７ 　．１５ ±１２．９９ ５５ 剟．６２ ±２９．９６

空白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３７ ▋．８３ ±９３．０５ １２ Ｓ．２３ ±６．８８ １３ 靠．７４ ±６．９８ ６２ 　．９４ ±３３．５７ ２５１ 剟．０２ ±１２２．７１

（n ＝６０） 治疗后 ５０ ▋．１３ ±３１．４７** ５ Ｓ．０８ ±３．３９** ７ 靠．５８ ±４．１１** ２８ 　．０３ ±１２．５６ ５７ 剟．１６ ±３０．３１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０．０１，与空白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０．０５。

3　讨论
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中医学的“痹证”、“历节病”、“顽痹”、

“尫痹”、“骨痹”等范畴。 论“痹”首见于《内经》，《素问・ 痹论》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 中医认为，正气不足，卫外不

固，感受风、寒、湿、热邪可导致病发，本虚标实是其发病主
因［４ －５］ 。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常用药物包括非甾体类消炎镇痛药

（ＮＳＡＩＤｓ）、改善风湿病情药（ＤＭＡＲＤｓ）、核素、生物制剂、糖皮
质激素和植物药，其中糖皮质激素多为短时间使用，仅有少数

病人需长期使用激素。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预后与病程长短、
病情程度及治疗有关。 对具有多关节受累、关节外表现重、血清

中有高滴度自身抗体及 ＨＬＡ－ＤＲ１／ＤＲ４阳性及早期出现 Ｘ线
提示的骨破坏患者应给予积极的治疗。 二十五味驴血丸收载于
《卫生部颁藏药标准（第一册）》，藏药名：珍才尼埃日布，由驴
血、降香、丁香、秦皮、决明子、诃子、毛诃子、余甘子等 ２５味中药

组成［７］ ，具有祛风除湿、干黄水作用，用于关节炎、类风湿性关
节炎、痛风、痹病引起的四肢关节肿大疼痛、变形、黄水积聚
等［６］ 。 黄水积聚是藏医的专业术语，相当于现代医学所指的关
节滑膜肥厚增生，滑膜深层的淋巴细胞及浆细胞侵润，滑膜腔内
形成渗出物［８］ 。 二十五味驴血丸的成分包含鞣质、苦味质、有

机酸和挥发油等物质，可吸收黄水（干黄水），调节免疫，消除滑
膜水肿，减轻滑膜慢性炎症，起到治疗作用。 此外，通过对治疗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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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患者的血常规、肝肾功能等安全指标进行检测，未发现明

显不良反应，进一步验证了药物的安全性［９］ 。
本研究结果表明，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配合使用藏药二十

五味驴血丸，在缓解临床症状方面效果明显优于单纯西医常规
治疗，与合用中药复方玄驹胶囊比较，疗效相当；在改善实验室
指标方面，３者比较无明显差异；在总体疗效评价方面，使用藏
药二十五味驴血丸或中药复方玄驹胶囊均明显优于西医常规

治疗。 除二十五味驴血丸以外，尚有十五味乳鹏丸、如意珍宝
丸、十三味鹏鸟丸等藏药，均在临床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相

关报道提示疗效较好［１０］ ，可见，藏医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特别
是在缓解临床症状方面效果显著，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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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相关性失眠虚实证候睡眠模式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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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初步探讨抑郁症相关性失眠患者虚实证候间睡眠模式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对 ６３ 例符合标准的抑
郁症相关性失眠患者，进行汉密尔顿抑郁 １７项量表（ＨＡＭＤ－１７）、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检查，通过中医辨证分
为虚证组与实证组，运用多导睡眠图（ＰＳＧ）监测技术分析两组患者的睡眠结构及睡眠进程，对所收集的资料采用卡
方、ｔ检验等方法进行统计，评价两组间睡眠模式的关系。 结果 　虚证患者慢波睡眠较实证患者时间及所占比例有所
减少（P ＜０．０５），而两者间睡眠进程无明显差异。 结论　抑郁症相关失眠患者存在睡眠结构的改变，慢波睡眠时间减
少，尤以虚证患者更为突出。
关键词：抑郁症；失眠； 虚证；实证；多导睡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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