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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保留时间延长，除了正己烷外其他油相的组合的峰形效

采用 Ｍ ＥＬＣ 实现其分离测定；④梯度洗脱时微乳洗脱液的梯

果都不佳。通过考察正己烷含量 ０．４％ ～１．４％ （体积分数）对分

度可达 １００％ ，微乳和色谱柱固定相之间的相互作用特点，使

离结果的影响发现，随着含量的增大，黄芩苷保留时间延长，

微乳梯度洗脱时可避免两次进样间色谱柱的重新平衡；⑤微乳

然而由于过高含量也使得峰形不理想，当为 ０．８％ （体积分数）

等度洗脱和梯度洗脱方式都可以在紫外末端吸收波长（１９０ ｎｍ ）

时分离效果最为理想。

检测，从而可以提高弱生色基团化合物的检测灵敏度。

与常规 Ｈ Ｐ ＬＣ 相比，Ｍ ＥＬＣ 法不是简单的流动相的改变，
具有其独特的分离机制和分析优势：①常规的分离的原理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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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预处理；另外，对于在常规流动相中无法溶解的组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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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脐疗法，是把药物制成适当的剂型，如药粉或药膏，敷

液透析的 ６０ 例便秘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３０ 例。

于肚脐，外用纱布、胶布固定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简称

实验组采用薄荷油敷脐，对照组口服麻仁丸。结果实验组总有

“脐疗”。此法属于中医外治法中敷贴法范畴，其特点是操作简

效率为 ９３．３３％ ，对照组总有效率 ８０．００％ ，２ 组比较，差异

便，疗效确切，无明显毒副作用而具独特优势。笔者对近 ５

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丁怀莹等［２］观察中药脐疗法治疗 ２ 型

年来脐疗在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并分析。

糖尿病便秘的疗效。将 ７４ 例 ２ 型糖尿病便秘患者随机分成治

１ 临床研究

疗组和对照组，分别运用中药脐疗和麻仁软胶囊治疗。结果治

1.1

单纯中药敷脐 霍中芬［１］选择血液透析中心进行维持性血

疗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７．３７％ ，对照组为 ８６．１１％ ，２ 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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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董宏强等［３］观察降脂膏贴脐治疗

服四磨汤口服液及必要时服用果导片治疗。１ 周后治疗组疗效

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的疗效，将符合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

及便秘改善程度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０．０５）。张信花［１０］报道温

诊断的 ３６ 例病人，全部采用降脂膏贴脐疗法，治疗 ３ 个疗程

针配合药物敷脐治疗慢性腹泻 ２４ 例，取穴：中脘、关元、足

后判定疗效。结果 ３６ 例中，临床治愈 ７ 例，显效 １９ 例，有

三里（双）、天枢、大肠俞；敷脐疗法药物组成：丁香、五倍子

效 ８ 例，总有效率为 ９４．４％ ，且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较

各 １２ ｇ，肉桂、高良姜、蒲黄、玄胡、白芍各 １５ ｇ，共研细

治疗前有显著改善，Ｂ 超显示肝脂肪变也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末装瓶备用，用药末敷于患者神阙穴处，以满脐为度，用胶布

张烨等 观察中药脐疗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ＩＢ Ｓ －Ｄ ）患者的临

或肤疾宁膏敷盖固定。结果：痊愈 １１ 例，好转 １２ 例，无效 １

床疗效，将 ７６ 例 ＩＢ Ｓ －Ｄ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３８

例，总有效率 ９５．８３％ 。

例，治疗组给予中药敷脐治疗，每天 ２ 次，每次 ２０ ｍ ｉｎ；对

1.4

照组给予西药思密达治疗，每天 ２ 次，每次 ３ ｇ，２ 组均治疗

药脐疗治疗溃疡性结肠炎，选取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７０ 例，随

［４］

中药敷脐结合西药内服

辛涛 ［１１］报道用美沙拉嗪联合中

４ 周。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 ８１．５７％ ，对照组为

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３５ 例，治疗组口服美沙拉嗪同

７８．９５％ ，２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治疗组治

时给予中药敷脐治疗；对照组给予口服美沙拉嗪，比较 ２ 组

疗后患者腹泻、腹痛、腹胀、肛门下坠感评分均明显降低（P＜

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肠镜检查肠黏膜变化情况。结果：治疗

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后患者腹泻、腹胀、肛门坠胀感评分亦明

组的总有效率为 ９６．３２％ ，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８２．３６％ ，２

显降低（P＜０．０５）；治疗组在降低患者腹痛、腹胀评分方面优于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２ 组

对照组（P＜０．０５）。陈硕等 进行超微粉碎中药复方神阙穴位敷

Ｓ 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疾病活动指数（Ｄ Ａ Ｉ）治疗后均显著减轻（P＜０．０５），

贴治疗，观察中药外治法治疗慢性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疗效。结

治疗后 ２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果经超微粉碎中药复方神阙穴位敷贴治疗的治疗组，治愈 ８

１．５ 中药敷脐结合 TDP 照射

［５］

方奇等［１２］用中药敷脐联合 ＴＤ Ｐ

例，显效 １３ 例，好转 ５ 例，无效 ４ 例；而西药对照组治愈 ５

照射治疗肝硬化腹水，将 ８０ 例随机分为 ２ 组，对照组 ４１ 例

例，显效 ７ 例，好转 １０ 例，无效 ８ 例，２ 组经秩和检验，差

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 ３９ 例用中药脐敷（芒硝 ４０ ｇ，甘遂、桃

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仁各 １０ ｇ，肉桂 ３ ｇ）和 ＴＤ Ｐ 照射治疗，常规西医治疗同对照

1.2

中药敷脐结合中药内服

段春梅 回顾性分析近 ４ 年来乌
［６］

组。结果治疗组显效 １５ 例，有效 １７ 例，无效 ７ 例，总有效

鲁木齐市中医院治疗的 １０５ 例老年性便秘患者的临床资料，

率 ８２．１０％ ，对照组显效 １２ 例，有效 １４ 例，无效 １５ 例，总

观察中药口服结合中药敷脐治疗老年性便秘的临床效果，治疗

有效率 ６３．４０％ 。刘菊容等［１３］观察甘遂敷脐配合 ＴＤ Ｐ 照射治疗

方案均采用中药口服结合敷脐疗法。结果治疗结束后经检查及

肝硬化腹水的临床疗效，将 １００ 例随机分为 ２ 组，治疗组 ４９

回访，１０５ 例中治愈 ５１ 例，显效 ４２ 例，有效 １０ 例，无效 ２

例给予甘遂敷脐配合 ＴＤ Ｐ 照射和常规西药治疗，对照组 ５１ 例

例，总有效率达 ９８．１％ ，所有患者无不良反应。刘林 研究分

只用常规西药治疗，疗程 ２０ 天，观察 ２ 组患者临床疗效。结

［７］

析悦肠汤合脐疗治疗慢性腹泻的临床效果，将５２ 例慢性腹泻

果治疗组和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９８．０％ 和 ７４．５％ ，２ 组比较，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给予诺氟沙星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囊治疗，观察组则给予悦肠汤合脐疗进行治疗，对比 ２ 组患

1.6

中药敷脐综合疗法

毛江明［１４］观察口服滋阴柔肝排石方、

者的临床效果。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９２．３１％ ，对照组总有

耳穴贴压及敷脐疗法共同施治的中医综合疗法对老年胆石病的

效率为 ７３．０８％ ，观察组临床效果优于对照组（P＜０．０５）。黄晓

治疗作用，将 ６１ 例老年胆石病患者随机分为综合治疗组 ３１

映等 观察四仁润肠方联合大黄敷脐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

例和单用口服中药对照组 ３０ 例，观察 ２ 组临床疗效。结果：

的临床疗效，将 ９１ 例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采用随机数字

治疗组总有效率 ９３．５５％ ，对照组总有效率 ８０．００％ ，２ 组比

表法随机分为 ２ 组，对照组 ４０ 例给予福松（聚乙二醇 ４０００ 散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姜晓维等［１５］观察应用脐疗配

剂，博福一益普生工业公司）口服，治疗组 ５１ 例给予四仁润肠

合中西药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将 ９２ 例患者随机分

方（决明子、杏仁、桃仁、柏子仁、川厚朴、生白术、知母、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４６ 例，治疗组内服中药愈结汤（补骨脂、

当归、北沙参、玉竹、槟榔、枳壳、何首乌、桔梗）加减治疗，

黄芪、白术、黄连、白及、三七粉、川黄连等），中药联合保

同时用生大黄粉 １０ ｇ 加 ７５０ ｇ／Ｌ 乙醇适量调成糊状敷于脐部

留灌肠（苦参、白及、黄柏、五倍子等），并采用愈结脐膏（药物

（神阙穴）。结果治疗组治愈 ２７ 例，好转 １４ 例，未愈 １０ 例，

组成：细辛、木香、三七、肉桂、丁香等）贴神阙穴，对照组

有效率 ８０．４％ ；对照组治愈 ７ 例，好转 １５ 例，未愈 １８ 例，

用西药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９１．３０％ ，对照组总有效率

有效率占 ５５．０％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７１．７４％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刘繁荣 ［１６］

［８］

王瑜等 观察针灸结合中药敷脐治疗

探讨敷脐疗法联合腹水超滤浓缩回输术治疗肝硬化难治性腹水

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疗效，随机将 ８０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４０ 例）

的临床疗效，将 ６５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３３ 例）和对照组（３２

和对照组（４０ 例），治疗组使用针灸及中药敷脐疗法，对照组内

例），２ 组均采用相同的西医常规治疗方法，治疗组在对照组

1.3

中药敷脐结合针灸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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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应用中药敷脐联合腹水超滤浓缩回输术。结果：治疗
组在总有效率、改善症状及肝脏储备功能方面优于对照组，２

April 2015 Vol.47 No.4
病便秘 ３８ 例［Ｊ］．江西中医药，２０１４，４５（１）：２０－２１．

［３］ 董宏强，赵玉清，康静．“降脂膏”贴脐治疗非酒精性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单纯性脂肪肝的疗效观察［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４，６

２ 实验研究

（１）：９２－９４．

刘慧敏等 探讨小儿腹泻外敷散对胃肠动力学的影响，结
［１７］

［４］ 张烨，张振贤，吴丽丽．中药敷脐疗法治疗腹泻型肠易

果表明，敷药后大鼠小肠中的 Ｐ 物质（Ｓ 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Ｐ ，Ｓ Ｐ ）降低，

激综合征 ３８ 例［Ｊ］．中医杂志， ２０１３， ５４ （１４）： １２３３－

血管活性肠肽（Ｖ ＩＰ ）含量降低，可抑制小肠运动。在体和离体

１２３４．

实验均表明，小儿腹泻外敷散为一种良好的胃肠动力型外敷中

［５］ 陈硕，陈英，林秋芳．经超微粉碎中药神阙穴位敷贴治

药，对脾虚泄泻所致腹泻小鼠有抗腹泻作用。韩媛媛等［１８］研究

疗慢性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研究［Ｊ］．光明中医，２０１２，２７

了隔药灸脐法治疗脾虚型肠易激综合征的尿液代谢组学机制，

（９）：１８４１－１８４３．

发现隔药灸脐法治疗本病脾虚型使患者的代谢谱发生了显著性
变化，其中变化较为显著的是氨基酸、胆汁酸、儿茶酚胺类及

［６］ 段春梅．中药口服结合敷脐疗法治疗老年性便秘疗效分
析［Ｊ］．新疆中医药，２０１４，３２（３）：２０－２２．

内源性大麻素代谢物，这些代谢物涉及到体内的氨基酸代谢、

［７］ 刘林．观察悦肠汤合脐疗治疗慢性腹泻临床疗效［Ｊ］．国

神经递质代谢及内源性大麻素代谢等过程，认为脐疗可显著抑

外医药：抗生素分册，２０１４，３５（１）：插 ８，插 １０．

制本病脾虚型患者的内脏高敏性，改善肠道神经、免疫、内分

［８］ 黄晓映，曾耀明，余维微．四仁润肠方联合大黄敷脐治

泌网络失调状况，从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胡旭光等 采用

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 ５１ 例［Ｊ］．中医研究，２０１３，２６

两种药物性腹泻模型和小鼠小肠推进实验，评价五倍子止泻脐

（３）：２６－２８．

［１９］

疗膏的疗效，结果表明五倍子止泻脐疗膏能显著减少蓖麻油和
番泻叶致小鼠腹泻次数，降低小鼠小肠炭末推进率，证明五倍
子止泻脐疗膏具有显著的止泻和抑制肠蠕动的作用。
３ 讨论
敷脐疗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在古代药熨、敷贴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在远古社会里，人们用树叶草茎涂敷伤口，治
疗与猛兽搏斗的外伤，便是外治法的起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和文字的出现，医学经验的积累和传播得以突破性发展。

［９］ 王 瑜 ， 蒙 珊 ． 针 灸 结 合 中 药 敷 脐 调 治 功 能 性 便 秘 ４０
例［Ｊ ］．北方药学，２０１１，８（４）：５４－５５．
［１０］ 张信花．温针配合药物敷脐治疗慢性腹泻 ２４ 例［Ｊ］．针灸
临床杂志，２０１０，２６（２）：２１．
［１１］ 辛涛．美沙拉嗪联合中药脐疗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研
究［Ｊ］．中国中医药咨讯，２０１２，４（１）：３１－３２．
［１２］ 方奇，张鑫杰．中药敷脐联合 ＴＤ Ｐ 照射治疗肝硬化腹水
对照观察［Ｊ］．实用中医内科杂志，２０１３，２７（２）：２６－２７．

殷商时期，巫医盛行，创有太乙真人熏脐法和彭祖熏脐法，以

［１３］ 刘菊容，米绍平，向未，等．甘遂敷脐联合 ＴＤ Ｐ 照射治

防治疾病，养生延年，使彭祖年寿八百。此说的真实性有待考

疗肝硬化腹水临床观察［Ｊ］．实用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２，２８

虑，但脐疗法能防治疾病，益寿延年却是不争事实。
近年来脐疗在消化系统疾病的应用非常普遍，综述近 ５
年应用脐疗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报道，临床研究主要有单纯中
药敷脐、中药敷脐结合中药内服、中药敷脐结合针灸、中药敷
脐结合西药内服、中药敷脐结合 ＴＤ Ｐ 照射，以及中药敷脐综

（９）：７５６－７５７．
［１４］ 毛江明．中医综合疗法治疗老年胆石病疗效观察［Ｊ］．辽
宁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２（５）：１８１－１８２．
［１５］ 姜晓维，邢晓梅．脐疗配合中西医药治疗慢性溃疡性结
肠炎 ９２ 例临床观察［Ｊ］．北方药学，２０１２，９（７）：５３．

合疗法，疗效均较为满意。但临床研究的文献报道多为小样本

［１６］ 刘繁荣．敷脐疗法联合腹水超滤浓缩回输术治疗肝硬化

量，缺少大样本量的多中心对照的临床试验研究。而贴药时

难治性腹水 ３０ 例［Ｊ］．陕西中医 ，２０１３，３４ （５）： ５６９－

间、换药时间、疗程、药物温度、药量多少、药饼大小、药物

５７０．

调剂的选择等，均缺乏可参考的规范。因此亟待通过文献研究
整理出可能影响敷脐疗法临床效果的因素，从而建立贴敷脐疗
的规范化方案，进行操作方法和剂型的改革，制定操作规范、
安全有效的脐疗法，并在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和运用。

［１８］ 刘慧敏，刘莉，刘强．小儿腹泻外敷散对胃肠动力学的
影响［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３，３８（１４）：２３９９－２４０２．
［１９］ 韩媛媛，马玉侠，王晓翠．隔药灸脐法治疗脾虚型肠易
激综合征的尿液代谢组学机制［Ｊ］．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３１（４）：５４１－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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