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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钙拮抗剂 

红霉素促胃肠蠕动效应与钙离子介导有关，临床报道 240 例 2～13

岁的患儿用红霉素 20～30mg/(kg·d)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中静滴(浓度

1mg/ml)，滴速 20～40 滴/分。其中 94 例滴注红霉素前 10～15 分钟舌下

含化或含服硝苯地平 0.3～0.5mg/kg，结果出现胃肠道反应 6例(6.4%)，

再次含化等量硝苯地平后缓解，反应发生率远低于用维生素昧组(36%)

和空白对照组(93%)。用硝苯地平者仅有 2例致直立性低血压，平卧后缓

解，未发现其他不良反应
[3]
。 

2.3 消化道粘膜保护剂 

思密达主要成分为双八面体蒙脱石，对消化道粘膜有很强的覆盖力，

可提高对攻击因子的防御功能和恢复肠蠕动的正常节律。临床将 120 例

患儿随机分为 3 组，思密达组：均在输液前 10 分钟口服思密达 l/4～l

袋；思密达+维生素 B6 组：口服思密达，静滴红霉素输液中加入维生素

B650～100mg；维生素 B6组：静滴红霉素输液中加入维生素 B650～100mg。

结果思密达组 30例总有效率(即无胃肠道反应或轻微)为 93.4%，思密达

+维生素B6组30例总有效率为96.6%，维生素B6组60例总有效率为70%
[4]
。 

2.4 其他药物 

如止吐药甲氧氯普胺(灭吐灵)与多潘立酮、抗胆碱药山莨菪碱、抗

酸药碳酸氢钠对红霉素的胃肠道反应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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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治疗风湿性多肌痛疗效观察 
鱼惠霞  吉文霞  吉文军 

（宁夏石嘴山市长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53000） 
 

【摘  要】目的  观察复方玄驹胶囊治疗风湿性多肌痛的疗效。 方法  选择风湿性多肌痛患者 58 例,随机分为 2 组,其中治疗组（中药组）30
例,对照组(泼尼松组)28 例, 对照给予泼尼松 10 mg/d,2 周后根据病情酌情减量,中药组每天复方玄驹胶囊三粒,每日三次，共治疗 12 周。结果  两组对
风湿性多肌痛活动性疗效:中药组总有效率 93. 3%（28/30 例）；对照组总有效率 92.9%（26/28 例）；两组间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药
组血沉比对照组下降快(t=2.957,P<0.05)。结论 复方玄驹胶囊治疗风湿性多肌痛的疗效肯定,不良反应少。对照组显效 21 例 ,有效 5 例 , 无效 2 例,
总有效率。中药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6.7%(5/30 例)，较轻微；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2.8%(12/28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85,P<0.05)。 

【关键词】复方玄驹胶囊；糖皮质激素；风湿性多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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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性多肌痛(polymyalgia rheumatica, PMR)常见于 50 岁以上的

老年人,以对称性颈、肩胛带和骨盆带肌的疼痛和僵硬为主要表现。在欧

美国家的发病率较高,目前我国尚无 PMR 的流行病学资料
[1]
。流行病学调

查显示,在海拔较高的地区发病增加
[2]
。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 PMR 效果

明显，但总疗程仍然较长,有的需维持 1～2年的治疗，并且副反应较多，

尤其PMR多见于老年人，而这个人群多伴发其它疾病。2008年 1月—2010

年 12 月,我们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风湿性多肌痛,与单纯使用泼尼松

进行疗程与疗效比较分析。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所有58例PMR患者均来源于我院门诊患者,中医辨

证属阳气不足、寒凝血 引起的颈肌、肩胛带肌及骨盆带肌剧烈疼痛、

僵直、活动明星受限、畏寒肢冷； 按照就诊顺序采用随机分组的原则,

将 58 例分成两组。治疗组(复方玄驹胶囊)30 例,男 8例,女 22 例；年龄

50～70 岁,平均(65.5±14.2)岁,病程 1 月-30 月个月，平均(7.4±8.9)

月；对照组(单用泼尼松)28 例,男 6 例,女 22 例；年龄 53～73 岁,平均

(67.7±13.1)岁,病程 2月-33，平均(9.2±11.3)个月。患者均符合下列

诊断标准[3]:①颈、肩胛带及骨盆带 2 处易患部位至少有 2 处出现肌肉

疼痛和晨僵,且持续 1 月以上；②血沉(ESR)明显增快,>50 mm/h,C-反应

蛋白(CRP)升高；③受累肌肉无红、肿、热,亦无肌力减退或肌萎缩；④

排除类似 PMR 的其他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慢性感染、多发性肌炎、恶

性肿瘤等；⑤小剂量皮质激素治疗反应较好。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 ，具有可比性。 

1.2 给药方法 对照组每日早晨口服泼尼松 10～15 mg,每天 1次,每

2周后根据病情(如症状缓解、血沉正常)酌情减量,每 2周减 2.5 mg。连

用 12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组患者口服复方玄驹胶囊每天 3 次，每次 3

粒。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常规测定血沉(ESR)，血常规，肝肾功。 

观察症状和体征改善情况。 

1.4 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局 1988 年颁

布的《新药临床指导原则》PMR 疗效标准[4].相关疗效标准。显效 :临

床症状明显改善 ,无关节肌肉疼痛及活动受限 ,实验室检查正常 ,检测

指标整体改善率达 60%以上 ；有效 :临床症状有所改善 ,实验室检查及

检测指标整体改善率 30～60% ；无效 :临床症状无改善或改善不明显 ,

实验室检查及检测指标整体改善率 <30%。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对

比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 分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 治疗结果  
治疗组显效 20 例 ,有效 8 例 , 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3. 3% ；对

照组显效 21 例 ,有效 5 例 , 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2.9%。两组间疗效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0. 05)。 

两组治疗前后血沉比较(表 1) 中药组和对照组治疗前(0 周)血沉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t=0.587,P>0.05),两组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后 4

周血沉比较,差异有显著性(t=2..587, (P<0.05)，激素组血沉下降明显。

两组治疗后 8 周(t=0.027)、12 周(t=0.038)血沉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治疗结束和治疗前中药组血沉比较和对照组血沉比较差异均有

显著性(t=2.957, t=2.757,P<0.05),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血沉比较(mm/h,-x±s) 
 0 周 4 周 8 周 12 周 

中药组 97.23±28.32 33.34±13.51* 29.68±12.65 20.17±11.43

对照组 87.57±19.73 46.27±11.13 23.47±11.17 21.11±10.37

注: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P<0.05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中药组发生不良反应 5 例(5/30),总发生率为

16.7%，主要表现为皮疹，恶心，腹胀，均比较轻微；对照组发生不良反

应 12 例(12/28),总发生率为 42.8%，主要表现为欣快感、失眠、出汗，

乏力、上腹胀痛、体重增加、轻度浮肿；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经χ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85,P<0.05)。 

3 讨论 
PMR 是一组临床综合征,主要表现为颈、肩胛带及骨盆带肌疼痛和僵

硬，多见于 50 岁以上的老年人,病因和发病机制并不清楚，有研究认为

是遗传与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5]。风湿性多肌痛的治疗药物以糖皮

质激素为首选，但由于风湿性多肌痛以老年人为多见,而许多老年患者同

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骨质疏松等基础疾病,激素对血压、血

糖有比较大的影响,可能引起患者失眠及欣快感,易诱发消化道溃疡,长

期应用有可能导致骨质疏松。据报道风湿性多肌痛患者中大约有一半的

人需要约 2年的激素治疗,甚至少数患者需长时间小剂量维持〔6〕。复方

玄驹胶囊具有温肾、壮阳、益精之功，肾阳不足、风寒痹阻证：症见形

寒肢冷，腰膝酸软，面色日光白，四肢屈伸不利，皮肤麻木不仁，关节

酸楚灼热，筋骨筋挛废用等。因此我们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风湿性多

肌痛,经过 12 周的治疗后,其改善风湿性多肌痛患者的骨盆带肌疗效对

颈肌的疼痛、晨僵等疗效相当，与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比较无明显差异，

而副作用少。两组治疗后血沉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两组血沉下降明显,表

明复方玄驹胶囊的疗效与激素治疗疗效相当。两组治疗后 4周血沉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t=2.587, (P<0.05)，激素组在治疗初期血沉下降要比中

药组明显，但后期血沉下降两组之间没有区别，说明激素较中药起效快。

复方玄驹胶囊治疗风湿性多肌痛疗效好,症状缓解明显而且稳定。 

由于风湿性多肌痛主要见于老年人，而老年人阳气虚弱,气血不足,

寒邪入络,易导致寒凝经络,络脉阻塞,气血 滞,引起躯体和肌肉疼痛难

忍、僵硬等。中医学认为该病病机为患者气血不足,肝肾亏虚,风、寒、

湿三邪合并侵袭肌肉、关节、筋骨,使经络闭阻,气血运动不畅而致病。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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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中蚂蚁补肾养肝,活血化 ,祛风散寒；淫羊藿补肾壮阳,

祛风除湿；枸杞子味甘性平,补益肝肾,坚筋骨；蛇床子味辛苦,性温,温

肾壮阳散寒
[3]
。该药能够治疗风湿性多肌痛与激素对照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但无明显不良反应 ,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观察。 

总之,在通过复方玄驹胶囊与单纯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风湿性多肌

痛进行疗程与疗效、不良反应的比较分析，可以减少激素剂量、提高疗

效,有助于减少糖皮质激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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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丸的临床应用 
俞益晓  周江红 

（1.浙江省东阳市六石街道中心卫生院  322104；2.浙江省东阳市城东街道卫生院  322104） 
 

【摘  要】笔者从方剂溯源、古代应用于临床各种疾病、现代研究及临床应用角度、结合现代疾病探讨六味地黄丸治疗疾病谱的范围，通过寻
找疾病的共同发病机制，确定六味地黄丸研究的多系统靶点，明确六味地黄丸的临床应用。 

【关键词】六味地黄丸；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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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丸是著名方剂，经历代医家临床反复验证，组方严谨合理，

功效显著，其后许多滋阴补肾的方剂由此方衍化而来。多年来，除丸剂

外，亦被改为汤剂、颗粒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片剂、口服液等用

于临床，运用范围逐渐扩大，主治病证相应增多，现将有关治疗病种如

下介绍。 

1 糖尿病 
糖尿病属中医消渴病范畴，该病往往导致机体阴虚火旺，本方可降

低血糖、尿糖，明显改善症状，宜治糖尿病并发顽固性腹泻证属阴虚湿

盛者，效验极佳。六味地黄丸除能增强降血糖、尿糖的效果外，还可以

明显改善患者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口燥咽干等症状。用六味地黄丸一

次八粒，一天二次，1月为 1疗程，显效 30 例，有效 28 例，无效 7例。 

2 心血管疾病 
临床凡属肝肾阴虚而阳亢型高血压病，对肾性高血压、妊娠中毒症

之高血压属肾阴虚而引起者，用六味地黄丸治疗亦可获效；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症属肾阴虚而出现腰酸肢软、眩晕耳鸣兼症者，依据中医“欲补

心先实肾”的原则，治其本源，用六味地黄丸治疗可获良效。在服用六

味地黄丸，主要用于中医辨证为肝肾阴虚型的高血压病患者，对改善临

床症状和保护心脏等重要器官的效果明显。口服六味地黄丸治疗作用全

身治疗，结合现代方法治疗鼻出血合并高血压病 190 例，全部治愈。应

用，用六味地黄丸治疗高血压病 60例发现，其不仅有降压效果，而且表

现出一定的降血脂和明显改善合并冠心病患者心电图的作用，其降压降

脂效果无别差异。 

3 更年期综合征 
女性更年期综合征属肝肾阴虚，冲任失调，月经紊乱并精神神经症

状为主的更年期综合征，长期服用六味地黄丸，即可使潮热、出汗、烦

躁、心悸、焦虑、失眠等症状得到改善。用六味地黄丸其治疗男性更年

期综合征 80 例，取得满意疗效，仅 4例无效。 

4 五官科疾病 

中医认为“肾 窍于耳”，又有“目 窍于肝、主于肾”之说，而六

味地黄丸正是滋水涵木之剂，用六味地黄丸治疗老年人肝肾阴虚、视物

昏花、目珠涩痛、迎风流泪。用六味地黄丸治老年肾虚耳鸣耳聋，对老

年性白内障、外伤性角膜溃疡、青光眼综合征等有明显疗效，常服有改

善视物不清、提高视力的功效。 

5 妇女病 
肾为先天之本，天癸之源，元气之根，任通冲盛则经水应时而来，

若真阴匮乏，冲任不固则经血妄行，对妇女无排卵性功能出血，用六味

地黄丸固其本，澄其源效佳；，因女性乳房与足少阴肾经有密切联系，肾

的先天精气对乳房的生理病理影响 大，肾气盛则天癸至，女子月事以

时下，两乳渐丰满，肾气衰，则天癸竭，乳房也即衰萎，用六味地黄丸

本方治疗女性乳房发育不良，疗效满意。 

6 泌尿系疾病 
肾主水液而司二便，肾阴不足，相火旺盛，则小便淋浊，用用六味

地黄丸滋阴益肾，用六味地黄丸可使前列腺肥大导致的小便淋漓、尿急、

尿频、夜尿增多等症状明显好转。 

7 小结 
研究六味地黄丸的主治病证以及其作用机理，结合现代疾病探讨六

味地黄丸治疗疾病谱的范围，探讨六味地黄丸的主要临床作用，对提高

临床运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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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金匮肾气丸以前的组方内容命名通过不断演变至今，从以上的各个方面都有改变，在临床应用时应充分了解。方法：本药原
为“六味地黄丸”加“附子”，“肉桂”也叫“桂附八味丸”，近几年原方内“肉桂”一药改用“桂枝”又增加了“牛膝” 和“车前子”二味药组方
成为十味药。结果：增加了活血祛 的“牛膝”通淋涩的“车前子”口服给药可明显增强本药温补肾阳，化气行水的作用。结论：金匮肾气丸由八
味增至十味后更加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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