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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血消癜汤治疗血热型儿童过敏性紫癜 ３０ 例
吕曹华，陈再明，葛维维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２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凉血消癜汤治疗血热型儿童过敏性紫癜 （Henoch-schonlein purpura，HSP） 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
过敏性紫癜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各 30 例，治疗组运用凉血消癜汤加西药治疗，对照组口服仙特明片和维生素 C。4 周为 1 疗程，所
有病例均治疗 1 疗程，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测定 T 细胞亚群 CD3、CD4、CD8、CD4/CD8 比值，并评价临床疗效。结果：总有
效率治疗组为 93.4%，对照组为 73.3%，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77＜0.05）。随访 1 年，发现治疗组复发 1 次及以上
者 4 例，复发率 13.3%，对照组复发 1 次及以上者 13 例，复发率 43.3%，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6484，P < 0.05）。
治疗后，治疗组 CD3、CD4 及 CD8 提高较对照组明显，CD4/CD8 比值降低较对照组明显，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P < 0.05）。结论：中药能调节 HSP 患儿的免疫功能，能缩短 HSP 患儿的症状持续时间，降低 HSP 患儿的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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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为皮肤科临床常见病，是一种毛细血管变态反

１

临床资料

应性疾病，并发症多，复发率高，且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严重

1.1

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目前纯西药治疗容易复发，且本病属自

治愈好转标准》 ［１］；中医诊断及辨证标准参照 《中医皮肤病性

身免疫性疾病，中医中药有其独特的优势。针对上述问题，笔

病学》 ［２］。紫癜病，血热壅盛型：外感风温、风热之邪，炽于

者近年自拟凉血消癜汤联合西药治疗上病，取得满意疗效。现

营血、血热壅盛、迫血狂行，血溢脉外，故见红斑色鲜红、咽

报道如下。

喉肿痛。

［收稿日期］ 2016-07-28
［作者简介］ 吕曹华 （1982-），男，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皮肤科。

诊断标准

所选病例西医诊断参照 《临床疾病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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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标准

证属血热型单纯型过敏性紫癜。血常规正常，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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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患儿复发人数比较

随访 １ 年，发现治疗组复发 １

发病前无上呼吸道感染史。年龄 ６～１５ 岁，性别不限。受试

次及以上者 ４ 例，复发率 １３．３％ ，对照组复发 １ 次及以上者

者知情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１３ 例，复发率 ４３．３％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 学 意 义 （χ２＝

1.3

排除标准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合并颅内出血，合并肾

功能不全，发病前应用皮质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剂。

６．６４８ ４，P ＜ ０．０５）。
4.4

2 组患儿免疫水平比较

见表 ２。２ 组患儿治疗前 Ｔ 细胞

纳入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病例 ６０

亚群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 水平、ＣＤ４／ＣＤ８ 比值均无差异，均较

例，随机分为 ２ 组各 ３０ 例。治疗组男 １２ 例，女 １８ 例；年龄

正常儿有所改变。治疗后，治疗组 ＣＤ３、ＣＤ４ 及 ＣＤ８ 提高较

1.4

一般资料

６～１５ 岁，平均（９．３７±２．７７）岁；病程 ２～９ 天，平均 ３．３ 天。

对照组明显，ＣＤ４／ＣＤ８ 比值降低较对照组明显，２ 组比较，

对照组男 １３ 例，女 １７ 例；年龄 ７～１４ 岁，平均（９．１３±２．１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１，P ＜ ０．０５）。

岁；病程 ３～８ 天，平均 ３．１ 天。２ 组性别、年龄及病程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
2.1

组 别 时 间

治疗方法
对照组

给予仙特明片（比利时联合化工集团医药部，批

准文号：Ｈ２００５０４０３，规格：每片 １０ ｍ ｇ）和维生素 Ｃ 片（浙江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国药准字：Ｈ３３０２０２５７，规
格：每片 ０．１ ｇ）根据年龄适量给药。
2.2

治疗组

表2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凉血消癜汤。处方：紫

草根 １５ ｇ，生黄芪、槐花、地榆各 １２ ｇ，茜草根、板蓝根、

2 组患儿免疫水平比较（x±s）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治疗组 治疗前 ４９．３２±８．２３

％
ＣＤ４／ＣＤ８

２４．８６±５．２５ ２１ ．７５±５．１ ６ １ ．５４±０．５８

（n＝３０） 治疗后 ５９．６８±４．９８① ３７．６９±６．８２① ３１ ．５５±５．２４① １ ．２７±０．１ ８②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８．５６±８．１ ６

２３．１ ７±５．２７

１ ．４７±０．６９

（n＝３０） 治疗后 ５３．１４±４．０９ ３２．２５±６．５４ ２５．１ ３±３．７６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1，②P ＜ 0.05

１ ．４５±０．４４

５

２５．０２±５．３６

讨论

天花粉、白茅根、生地黄、牡丹皮、赤芍、白术各 １０ ｇ，水

过敏性紫癜系自身免疫性疾病，属过敏性血管炎范围，是

牛角（先煎）６ ｇ，防风、甘草各 ５ ｇ。中药煎成水剂，取 ３００

最常见的毛细血管变态反应性疾患，以广泛的小血管炎症及毛

ｍ Ｌ，分装 ２ 袋，每次 １ 袋，口服，每天 ２ 次。连用 ４ 周为 １

细血管栓塞、痉挛为病理基础。中医学根据本病的临床特点，

疗程。

当属肌衄、发斑、尿血等范畴 ［４］。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感受

２ 组治疗期间均卧床休息，停用其它药物。避免与食用

外邪，易于从阳化热，热毒之邪伏于血分，内搏营血，灼伤血

鱼、虾、蟹、蛤、蛋、鸭、牛奶等异体蛋白质及其他过敏物与

脉，迫血妄行，血不循经，渗于脉外，留于肌肤，积于皮下而

可疑致敏原接触。

成紫癜紫斑。治疗应清热凉血，止血消斑。

３
3.1

笔者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自拟凉血消癜汤治疗过敏性紫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尿常规；皮疹消失情况；１ 年内复发率；治

五根汤凉血止血解毒治疗血热型紫癜君药；生地黄、牡丹皮、

疗前后 Ｔ 细胞亚群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 比值。
3.2

统计学方法

癜，方中紫草根、茜草根、板蓝根、天花粉、白茅根组成凉血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分析软件，

水牛角、赤芍组成犀角地黄汤助君药凉血消斑；生黄芪、白

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术、防风组成玉屏风散健脾益气，祛风固表。既防上药过于

χ 检验，以 P ＜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寒凉伤胃，又起到祛风、补气、固涩的功效。玉屏风散是中

2

４
4.1

医扶正固本的经典方剂，实验研究表明其对免疫功能低下的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疗效标准

［１］

参照 《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 及

动物模型具有明显的增强免疫功能作用 ［５］。槐花性凉苦降，

《实用疾病诊疗手册》 ［３］。痊愈：出血症状完全消失，临床症

能清泄血分之热而止血。地榆既能清泄，又能固涩，但是清

状消失，实验室检查正常，１ 年内无复发。好转：出血症状基

而不泄，涩而不滞。两药与玉屏风散共为佐药；甘草调和诸

本消失，病情明显好转，但未恢复正常，治愈后 ２ 月内复发。

药为使药。甘草酸苷是甘草的提取物，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其

未愈：出血症状无好转，且反复发作或伴有肾炎改变者。

结构与皮质类固醇相似，具有抗炎、抗变态反应作用、免疫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１。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９３．４％ ，

调节作用 ［６］。诸药合用，共奏清热、凉血、止血、消斑之功。

对照组为 ７３．３％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３７７＜

在临床中取得较好疗效。对照组仙特明片为第 ２ 代 Ｈ１ 受体

０．０５）。

拮抗剂，副作用小，比较适用儿童。维生素 Ｃ 用于紫癜的辅
助治疗。
表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别

n

痊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３０

２０（６６．７）

８（２６．７）

２（６．６）

９３．４

对照组

３０

１８（６０．０）

４（１ ３．３）

８（２６．７）

７３．３

组

本研究结果显示，凉血消癜汤联合西药治疗血热型过敏性
紫癜，有效率高、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等优点，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新中医 2017 年 2 月第 49 卷第 2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111·

例［Ｊ ］．医药前沿，２０１５，５（１３）：２９８－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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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喘汤联合 ＧＩＮＡ 阶梯方案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缓解期临床观察
方艳丽 1，李思 2，王建玲 1，周红 1
１． 奉化市中医医院儿科，浙江 奉化 ３１５５００；２．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儿科，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要］ 目的：观察平喘汤联合哮喘全球防治创议 （GINA） 阶梯方案对肺脾两虚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儿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免疫球蛋白 E （lgE）、肺功能、哮喘控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 110 例肺脾两虚型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儿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5 例。对照组采用 GINA 阶梯方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给予平喘汤治疗，2 组均用药 3 月。
观察 2 组治疗前后血清 hs-CRP、lgE 水平及肺功能、生活质量的变化，治疗后比较 2 组哮喘的控制情况。结果：治疗后，2 组血
清 hs-CRP 及 lgE 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 （P ＜ 0.05），FEV1、FEV1/FVC 值均较治疗前升高 （P ＜ 0.05）；观察组的血清 hs-CRP 及 lgE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 ＜ 0.05），FEV1、FEV1/FVC 值均高于对照组 （P ＜ 0.05）。治疗后观察组哮喘总控制率 90.9%，对照组哮喘总
控制率 74.5%，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2 组症状维度评分、活动受限维度评分、情感维度评分及总评
分均较治疗前升高 （P ＜ 0.05）；观察组的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 ＜ 0.05）。结论：平喘汤联合 GINA 阶梯方案治疗肺脾两虚型支
气管哮喘缓解期，能有效降低患儿的血清 hs-CRP 及 lgE 水平，改善肺功能，提高哮喘控制率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 支气管哮喘；缓解期；肺脾两虚型；中西医结合疗法；平喘汤；全球防治创议 （GINA） 阶梯方案；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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