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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研究

【摘要】  目的 观察复方玄驹胶囊联合沙利度胺、柳氮磺砒啶治疗强直

性脊柱炎的临床疗效并分析。方法 将 60 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随机

按入院时顺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用沙利度胺联合柳

氮磺砒啶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复方玄驹胶囊。观察对比

治疗前后症状改善程度及实验室相关指标变化。结果 两组患者 Bath

疾病活动指数（BASDAI）、Bath 功能指数（BASFI）和红细胞沉降率

（ESR）、C- 反应蛋白（CRP）水平均有显著下降，且观察组优于对

照组（P ＜ 0.05）。治疗后观察组在改善 Schober 实验方面与对照组相

比有统计学差异（P ＜ 0.05）。结论 复方玄驹胶囊辅助治疗效果较好，

可增强抗炎作用，较好改善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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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ompound Xuanju capsule combined 
with thalidomide and sulfasalazine pyridine treatment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clinical efficacy and analysis. Methods 60 cases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patients, according to admission order is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andomly,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alidomide combined with willow nitrogen sulphur pyridine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ound xuanju capsule. The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and the changes 
of related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bath disease 
activity index (BASDAI), bath as functional index (BASFI) and red blood 
cell settlement rate (ESR),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improving the 
schober experiment. Conclusion Fufangxuanju capsule adjuvant therapy, 
can enhance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Key words] Ankylosing spondylitis, Fufangxuanju capsule, Thalidomide, 
Sulfasal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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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 （Ankylosing Spondylitis，AS） 是主要累及脊柱、

骶髂关节的一种系统性慢性炎性疾病，常见于青壮年 [1]，其病程长、

难治愈、致残率高，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影响生活质量。

常用的西药可较快的改善临床症状，减轻炎性病变 [1]，但停药后

易复发。本文随机选取我院收治的 AS 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

按入院时顺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采用复方玄驹胶

囊联合沙利度胺、柳氮磺吡啶治疗，效果良好。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4 年 5 月～ 2015 年 7 月就诊于我院的 60 例 AS 患者，

按入院顺序分为两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男性 28 例，女性 2 例；

年龄 20 ～ 57 岁，平均（28.0±5.4）岁；病程为 2 ～ 22 年，平均

（5.46±4.49）年。对照组：男性 26 例，女性 4 例，年龄 19 ～ 58

岁，平均（30.0±6.2）岁；病程为 1.8 ～ 21.0 年，平均（6.35±4.90）

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纳入标准 

患者年龄在 18 ～ 60 岁，均符合 2010 年国际脊柱关节炎评

估协会（ASAS）修订的中轴脊柱关节病（Spondyloarthropathies，

SpA）分类标准。

1.3  排除标准 

（1）存在研究中应用药物禁忌证；（2）其他血清阴性脊柱

关节病或合并其他风湿性疾病者；（3）观察前 1 月内曾接受肾上

腺皮质激素治疗；（4）未采用本治疗方案的病例不在观察之列。

1.4  方法 

两组均应用沙利度胺 100 mg/ 晚、柳氮磺胺吡啶 1.0/ 次，2

次 /d；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复方玄驹胶囊（施强药业），3 粒 / 次，

3 次 /d，口服。两组疗程均为 3 个月。

1.5   观察指标 

AS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的活动指数（BASDAI）和功

能指数（BASFI）、胸廓活动度、枕墙距、Schober 实验、红细胞

沉降率（ESR）、 Ｃ反应蛋白（CRP）进行评估及记录，并观察和

记录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了解不良反应。

1.6   疗效评价方法  

（1）临床疗效评价标准采用 2002 年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2）1994 年制定的 Bath 疾病活动指数与功能指数

（BASDAI，BASFI）。

1.7   统计学方法

对研究数据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和 Bath

指数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内治疗前后及治疗后

不同组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 ＜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对比

对照组总有效率 73.3%（22/30），显效率 13.3%（4/30），显

效 4 例、有效 18 例、无效 8 例，观察组分别为 93.3%（28/30）、

40%（12/30）、12 例、15 例、2 例，优于对照组（P ＜ 0.05）。 



182     China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Vol. 8, No.23

2.2   临床症状检测指标变化

治疗前后组内比较，两组患者胸廓活动度、Schober 实验、枕

墙距、及 BASFI 指数均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组间治疗后比较，BASDAI、BASFI 指数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1。

2.3  炎性指标 

治疗前后组内比较，两组 CRP 及 ESR 值均降低（P ＜ 0.05）。

两组治疗后比较，治疗组下降程度更加明显（P ＜ 0.05），见表 2。

3  讨论 

AS 是一种病因及发病机制不完全明确、与免疫系统有关的全

身性疾病 [1]。临床上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率高，患病率各国报道

不一，我国患病率初步调查为 0.3% ～ 0.4%，目前患者已超过 500

万。更令人忧虑的是，AS 容易侵犯 20~30 岁的年轻人，目前尚无

特效治疗方法。

多数学者认为强直性脊柱炎发病原因可能与免疫、理化感染、

遗传因素有关。此病彻底根治较难，需长期治疗，制定完善的治

疗方案，以缓解病情，改善症状，降低患者的病残率，改善生存

质量。柳氮磺吡啶、甲氨蝶呤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病情。但

不良反应多，且仅被指南推荐用于外周型 AS。沙利度胺目前已作

为公认的 TNF-α 抑制剂，有抑制血管新生和强大的免疫调节作

用 [1]，但因治疗 AS 需较大剂量，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患者不能

耐受 [1-2]。TNF 抑制剂是目前经证实对 AS 脊柱病变有效的药物 [1]，

但由于其昂贵的价格不能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推广。研究表明 [1]，

中药能够改善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控制病情进展，联合西

药治疗可扬长避短、提高疗效。

复方玄驹胶囊为中药复方制剂，方中玄驹（拟黑多刺蚁）为

君药，可提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免疫功能，具有清除自由基，

减轻组织损伤作用，淫羊藿总黄酮、蛇床子等可发挥镇痛及抑制

炎症作用，枸杞含有抗氧化物质，有清除氧自由基功能。多项研

究均提示复方玄驹胶囊有免疫调节和抗炎祛风除湿作用。

综上所述，复方玄驹胶囊联合沙利度胺和柳氮磺吡啶可更好

的控制和改善 AS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为西医治疗 AS 提供了补充

手段和方法，疗效确切，且具有副作用少、服用方便、易于保存

的优势。

表 1  活动期患者治疗前后 BASDAI、BASFI 变化的比较（x-±s）

                           BASDIA（分）                      BASFI（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0 22.6±11.4 9.2±1.4*#  45.7±26.3 16.1±15.2*#

对照组 30 21.3±8.9 12.4±7.5*  46.0±25.3 22.4±17.2*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均 P ＜ 0.05，# 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

组别数 例数

表 2   两组炎症指标治疗前后的比较（x-±s）

                         ESR（mm/1 h）                      CRP（m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0 38.70±28.27 18.96±10.17*#  23.20±18.36 6.62±5.68*#

对照组 30 37.23±24.42 20.25±18.67*  22.38±16.61 11.55±9.67*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均 P ＜ 0.05，# 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

组别数 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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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的目的和动机、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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