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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痛风临床研究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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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们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的转变，近年来高尿酸
血症（ＨＵＡ）发病率迅速增加，已然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

议论文 ２３ 篇、论文集 １ 篇。文献发布年份跨度为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５
年，近 ５ 年发表此类文献较多，具体年份分布，见图 １。

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痛风的诊治方案多是建立在循证医学
的基础上，中医治疗方案亦是如此。由于现代医学治疗痛风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患者求助于中医药治疗，而近年
来发表的诸多临床试验也为临床用药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
证据［１］。作者通过对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痛风临床研究文献的归
纳与分析，探讨中医药治疗痛风临床证据质量及评价方法。

图1

１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策略

采 用 ＰＲＩＳＭ Ａ 声 明 文 献 筛 选 流 程 及

2.2

文献内容分析

入选 ２８８ 篇文献，其中 ２８１ 篇文献研究

ＳＴＡＲＬＩＴＥ 声明条目制定检索策略 ［２］。通过计算机全面检索

类型为中药治疗痛风的随机对照试验，７ 篇为自身治疗前后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之 前 发 表 在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照。采用 Ｊａｄａｄ 评分量表［３］对 ２８１ 篇随机对照试验文献进行质

（ＣＮＫＩ）、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ＶＩＰ）、中国生物医学文

量学评价，发现：①应用计算机或随机数字表法产生随机序列

献数据库（ＣＢＭ ）、万方等数据库的临床研究文献，并手工检索

进行分配研究的文献有 ６８ 篇，占总数的 ２４．２％ ；实验提到随

宁波市中医院图书馆文献。以“主题词”＝“痛风”ａｎｄ“临

机分配但未描述随机分配方法的文献有 １３５ 篇，占总数的

床研究”ａｎｄ“中医”ｏｒ“中医药”ｏｒ“中西医”ｎｏｔ“篇名”

４８．１％ ；采用半随机或未提到随机分配的文献有 ７８ 篇，占总

＝“综述”“动物实验”“研究进展”进行检索。

数的 ２７．８％ 。值得注意的是，随机评分为 ２ 分的 ６８ 篇文献

对研究的文献限制为中医药结合方法治

中，５５ 篇为学位论文，占 ８０．９％ 。②入选所有文献均未陈述

疗痛风病的临床试验研究文献。并排除综述，动物研究，单纯

采用盲法；③此外，共有 ３４ 篇文献描述了撤出或退出的数

非药物疗法（外敷、针刺、手术治疗），治疗经验，全文未统计

目，但仅 ６ 篇分析了理由，且均为学位论文。此外，入选文

临床疗效和测定尿酸（ＵＡ）者等文献。并且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

献均未采用交叉实验，均为随机非盲平行对照临床研究。

1.2

文献纳入标准

选定的文献对其数据提取并录入，由 ２ 名研究者独立核对，

２８１ 篇文献治疗组用药为中药汤剂 ２０１ 篇（占 ７１．５％ ）、中

有不一致者查阅原始文献。提取内容主要为：研究类型、样本

成药 ４５ 篇（占 １６％ ）、中药汤剂联合西药 ３５ 篇（占 １２．５％ ）；样

量、分组方法、随机方法、盲法情况以及试验设计、干预措施

本量大于 １００ 人次文献数 １８ 篇（占 ６．５％ ）、样本量 ５０￣９９ 人

和临床疗效指标等。

次文献数 １９５ 篇（占 ６９．４％ ）、样本量小于 ５０ 人次文献数为 ６８

２ 结果
2.1

一般资料分析

篇（占 ２４．２％ ）。统计发现，仅 １７３ 篇进行了中医辨证分型，其
根据纳入标准，共选文献 ２８８ 篇，其中，

中，中医证型为湿热蕴结 ８６ 篇（占 ３０．１％ ）、痰湿阻络 ２９ 篇

学位论文 ６２ 篇，广州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较

（占 １０．３％ ）、湿热痹阻 ２２ 篇（占 ７．８％ ），其他证型分别为风寒

多，分别为 １２ 篇和 １０ 篇；期刊 １８２ 篇，分布于在 １０３ 种期

湿痹、风湿郁热、脾虚痰浊阻滞证、脾阳亏虚等。未进行中医

刊上，其中在 《中医正骨》 发表文献数量最多，为 １６ 篇；会

辨证分型文献研究，中成药研究亦占了较大比例。此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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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完整的中医组方分析，纳入 １１２ 篇文献中报告实验中药

验，经典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严格

共计 １２１ 种，用药频次最多的前十位中药分别为黄柏（８９ 次）、

的纳入与排除标准使试验结果的外推受到限制；忽略患者对治

土茯苓（７２ 次）、薏苡仁（７１ 次）、苍术（６６ 次）、牛膝（６５ 次）、萆

疗的偏好使伦理原则受到挑战；巨大的经费投入和较长的研究

薢（５６ 次）、泽泻（５１ 次）、赤芍（４５ 次）、威灵仙（４１ 次）、忍冬藤

周期增加了实施的难度；双盲安慰剂对照方法不适合评价“复

（３６ 次）等为利水渗湿、清热解毒类药物为主。

杂性干预”如中医个体化辨证论治；随机分组的患者与试验之

纳入 ２８１ 篇文献均未见对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评分，

外的患者干预的结局差异较大等 ［５］。此外，“辨证论治”是中

在疼痛缓解方面，测量工具多为视觉模拟评分或数字评分，仅

医根本。部分学者提出［８］要以“辨证论治”作为评价中医临床

１９ 项研究报告了疼痛缓解时间。同时，所有文献均报告了患

治疗文献治疗等级的第一要素，并将辨证论治的研究列为Ⅰ级

者治疗后血尿酸下降，其次关注较多的临床指标为：Ｃ－ 反

证据。作者认为，此举合乎中医理论体系和发展规律，进而体

应蛋白，血沉（ＥＳＲ），关节红、肿、胀炎症缓解情况。疗程为

现中医治疗特色的优势，以便获得高质量临床治疗方案。
此外，尽管循证医学在中医药领域有着诸多的不适应性，

２ 周 ￣２ 年。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各指标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但是循证医学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己经深入人心，中医药进行循

３ 讨论

证医学实践需采纳这些基本的理念和方法，符合循证的基本要

目前，临床诊疗指南、专家共识的多是建立在循证医学的

求，同时要求单个研究在设计、实施、结果分析整个过程中减

基础上，是最佳研究证据、临床经验与患者独特价值观和个体

少可能出现各种偏倚的程度，并充分体现出中医辨证论治的本

情况的结合，反映了当时最佳的临床诊治水平。最新版 ２０１３

质特点。虽然，目前现有的文献研究缺少符合金标准的证据支

年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研究制定了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治疗

持，但随着科研设计的严谨性和科学性的不断增强，循证医学

的中国专家共识》 ，对于中药治疗痛风的建议：“中药治疗

方法在临床研究中不断深入和发展，我们相信希望未来会有大

痛风及 ＨＵＡ 日益受到关注。据报告某些中药具有抗炎、镇

量的方法学质量高的临床试验出现，为中医药研究成果受到国

痛、活血、消肿和降低血尿酸的作用，希望有设计严谨的循证

际广泛的认可和推广做出贡献。

［４］

医学证据予以证实”。本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缺失信息严重，
随机方法描述模糊或盲法实施缺失以及报告数据完整性和选择

［参考文献］

性结局报告条目不相配等因素，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风险偏

［１］

李昕雪．中药治疗痛风的系统综述和方法学研究［Ｄ］．北

［２］

Ｍ ｏｈｅｒ Ｄ，ｌｉｂｅｒａｔｉ Ａ，Ｔｅｔｌａｆｆ Ｊ，ｅｔ 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倚。既往 Ｍ ｅｔａ 分析结果亦表明 ［５］：“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痛
风性关节炎在改善临床疗效 （有效率 、显效率 、 尿 酸 （ＵＡ）、

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３．

ＥＳＲ、疼痛积分）方面比单纯西药疗效更好，但由于符合纳入

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标准的文献质量普遍较低，且存在方法学差异、阳性结果易发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Ｍ 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Ｊ］．Ｊ Ｃｌ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９，６２

表等原因，还需要纳入更多的高质量文献进行分析”。其他研

（１０）：１００６－ １０１２．

究 也同样提出了中医临床文献的质量普遍低下的问题。考虑
［６］

［３］

Ｊｓｄａｄ ＡＲ，Ｍ ｏｏｒｅ ＲＡ，Ｃａｒｒｏｌｌ Ｄ，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一方面是中医学还处在借鉴医学评价的起步阶段，对于系统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ｉｓ ｂｌｉｎｄｉｎｇ

价的运用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中医文献的特色与中医理论产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ｌｉｎ Ｔｒｉａｌｓ，１９９６，１７（１）：１－ １２．

生的特殊性决定其不能照搬循证医学基本方法，而目前循证医

［４］

学的验证方法应用到中医学中还有诸多限制。

专家共识［Ｃ］．出版地不详：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内

中医学也同样面临着高质量文献缺乏的困境。由于缺乏高
质量证据支持，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和实用性受到限制，因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治疗中国
分泌学学术会议，２０１３．

［５］

庄丽华，胡家才，吴昊．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痛风性关

此，提高证据质量对制订高质量循证性临床实践指南有着重要

节炎 ｍｅｔａ 分析［Ｊ］． 辽 宁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 ２０１５， １７

意义［７］。针对某一干预措施的证据体的形成需要一个较为长期

（１２）：１２８－ １３２．

的积累过程。我国目前在中医药领域所出现的一种倾向就在于

［６］

任君．中医在临床实践指南中应用的现状及指南方法学

［７］

刘建平．传统医学证据体的构成及证据分级的建议［Ｊ］．

从经验一下跨越其他研究类型而直接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
来评价，因此，对于干预的构成、性质、最佳起效方案、疗

质量评价［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５．

程、适应对象及中医证型等缺乏足够的研究，导致了在随机试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７，２７（１２）：１０６１－ １０６５．

验设计、实施过程中的诸多漏洞和问题，造成了研究结果（疗

［８］ 李敬华． 中医治疗文献质量评价方法及示范应用研究［Ｄ］．

效评价）的不确定性。
作者认为，适用于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的各种随机对照试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２００９．

（责任编辑：刘淑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