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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加味柴芍六君颗粒辅治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症
状和炎症状态的影响
牛跃辉
【 摘要】
响ꎮ 方法

目的

分析加味柴芍六君颗粒辅治对溃疡性结肠炎( ＵＣ) 患者临床症状和炎症状态的影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 ＵＣ 患者 ９８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９ 例ꎮ 对照组予以常规治疗ꎬ观察组在此基础上予以加味柴芍六君颗粒辅治ꎬ治疗

１２ 周后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炎症因子[ 白细胞介素－ ６( ＩＬ－ ６) 、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ＮＦ－α) 和 Ｃ 反应蛋白
( ＣＲＰ) ] 及不良反应ꎮ 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８５.９１％ꎬ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６７.３５％(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

治疗后血清 ＩＬ－６、ＴＮＦ－α、ＣＲＰ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５) ꎻ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６.１２％ 和 ４.

０８％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加味柴芍六君颗粒辅治应用于 ＵＣ 患者中可明显改善其临床

症状及炎症状态ꎬ且安全可靠ꎬ值得在临床推广实践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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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Ｊｉａｗｅｉ Ｃｈａｉｓｈａｏ Ｌｉｕｊｕｎ ｇｒａｎｕｌｅ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ＮＩＵ Ｙｕｅ － ｈｕｉ.
ＴＣＭ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Ｘｉｎｍｉ ｃｉｔｙꎬ Ｘｉｎｍｉꎬ Ｈｅｎａｎꎬ ４５２３７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Ｊｉａｗｅｉ Ｃｈａｉｓｈａｏ Ｌｉｕｊｕｎ ｇｒａｎｕｌｅ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 ＵＣ)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９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Ｃꎬ ｇｏ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ｉｔｈ ４９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Ｊｉａｗｅｉ Ｃｈａｉｓｈａｏ Ｌｉｕｊｕｎ ｇｒａｎｕｌｅ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１２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 ( ＩＬ－
６) ꎬ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 (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ＣＲＰ) ]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８５.９１％ ｖｓ ６７.３５％) ꎬ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ＩＬ－６ꎬ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ＣＲＰ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６.１２％ ａｎｄ ４.０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Ｊｉａｗｅｉ Ｃｈａｉｓｈａｏ Ｌｉｕｊｕｎ ｇｒａｎｕｌｅ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Ｕ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ｉａｗｅｉ Ｃｈａｉｓｈａｏ Ｌｉｕｊｕｎ ｇｒａｎｕｌｅꎻ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ꎻ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ꎻ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
溃疡性结肠炎(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ꎬＵＣ) 也称为慢性非特异

性溃疡性结肠炎ꎬ病变主要位于大肠黏膜及黏膜下层ꎬ常反复
发作ꎬ治愈难度大ꎬ危及患者生命

[１]

ꎮ 西医常予以 ＵＣ 患者柳

管系统疾病、细菌性痢疾、肠结核等疾病或留取标本前 ４ 周内
有服用抗生素与微生态制剂史患者ꎮ 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９ 例ꎮ 观察组中男 ２９ 例ꎬ女

氮磺胺类、类固醇激素、免疫抑制剂等治疗ꎬ虽然可获得确切

２０ 例ꎻ年龄 ２０ ~ ６４ 岁ꎬ平均 ( ４２. １８ ± ４. ５６) 岁ꎻ病程 １４ ｄ ~ １３

好ꎬ其中加味柴芍六君颗粒出自« 医宗金鉴» ꎬ实为四逆散及

度 １３ 例ꎮ 对照组中男 ２７ 例ꎬ女 ２２ 例ꎻ年龄 ２１ ~ ６２ 岁ꎬ平均

疗效但长期应用不良反应多ꎬ而中医治疗 ＵＣ 方法较多ꎬ疗效
六君子汤化裁而成ꎬ有疏肝健脾的功效 [２] ꎮ 本研究分析了加
味柴芍六君颗粒对 ＵＣ 患者临床症状及炎症状态的改善作
用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

的 ＵＣ 患者 ９８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均符合 ＵＣ 西医诊断标准 [３] ꎬ
且参照中医诊断标准 [４] 诊断为肝郁脾虚型ꎬ排除合并心脑血
作者单位:４５２３７０ 河南新密ꎬ新密市中医院

年ꎬ平均(６.５７±０.７９) 年ꎻ病情程度:轻度 ２０ 例ꎬ中度 １６ 例ꎬ重
(４２.１３±４.６５) 岁ꎻ病程 １５ ｄ ~ １２ 年ꎬ平均(６.５１±０.８２) 年ꎻ病情
程度:轻度 １９ 例ꎬ中度 １５ 例ꎬ重度 １５ 例ꎮ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有可比性ꎮ

２.方法: 对照组采用美沙拉嗪肠溶片( 葵花药业ꎬ１ 次 / ｇꎬ

３ 次 / ｄ) 、柳氮磺胺吡啶肠溶片( 上海三维制药ꎬ２５０ ｍｇ / 片ꎬ２
片 / 次ꎬ３ 次 / ｄ) 治疗ꎮ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加味柴芍
六君颗粒( 柴胡、制半夏、三七各 １０ ｇꎬ白芍、太子参、茯苓、炒

白术各 １５ ｇꎬ陈皮、甘草各 ６ ｇꎬ白花蛇舌草、凤尾草各 ２０ ｇ) ꎬ
以水煎服ꎬ１ 次 / ｄꎮ 两组均治疗 １２ 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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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观察指标:(１) 两组治疗效果的比较:参照« 胃肠疾病中

芍六君颗粒治疗 １２ 周后ꎬ其有效率达 ８５.９１％ꎬ明显高于对照

次数、大便性状、便血、腹痛、神疲乏力、食欲不振及舌象、基本

相近ꎬ表明加味柴芍六君颗粒应用于 ＵＣ 患者中疗效较好ꎬ该

医症状评分表» ꎬ从中选取符合肝郁脾虚型 ＵＣ 的症状( 大便
脉象ꎬ均计 ０ ~ ９ 分ꎬ满分 ７２ 分) 进行评估ꎬ依据症状积分及结

组的 ６７.３５％ꎬ这与李桂贤等 [７] 的报道结果( ８３.３％ ｖｓ ６６.７％)

方由四逆散及六君子汤化裁而成ꎬ取两者合用可疏肝健脾ꎬ其

肠镜检查结果改善率进行评估ꎬ分为显效、有效、无效ꎬ显效与

中太子参、茯苓、白术、甘草可补中益气、健脾化湿ꎬ恢复中土

血清炎症因子水平ꎮ (３) 记录两组不良反应ꎮ

胡、白芍则能疏肝理气、缓急止痛、调和肝脾ꎬ主要针对 ＵＣ 患

有效归为治疗有效ꎮ (２) 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治疗前后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ꎬ计数
资料以频数和百分率[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治疗有效率的比较: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４９)
对照组( ｎ ＝ ４９)
χ２ 值

两组治疗有效率的比较 [ ｎ( ％) ]
显效

有效

无效

１６

１７

１６

２４

１８

７

总有效率

路气机ꎬ利于脾之运化ꎻ陈皮、半夏则燥湿化痰、降逆和中ꎬ白
花蛇舌草、凤尾草清热利湿ꎻ三七活血化瘀止痛ꎻ陈皮行气止
痛ꎬ与三七之活血化瘀相配合ꎻ甘草为使药ꎬ调和诸药ꎬ全方共
奏疏肝健脾、补中益气、升清降浊、清热化湿、活血止血之功[８] ꎮ

ＵＣ 发病与肠道黏膜免疫反应引起的一系列炎症因子被

激活有关ꎬ炎症因子如 ＩＬ－６、ＴＮＦ－α、ＣＲＰ 等可进一步损伤黏
膜ꎬ加重 ＵＣ 病情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ＩＬ－

６、ＴＮＦ－α、ＣＲＰ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ꎬ这与李哮天等 [９] 的研

究结果相似ꎬ表明应用加味柴芍六君颗粒有助于调节 ＵＣ 患

４.６０２

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证实加味柴芍六君颗粒的应用

０.０３２

者炎症状态ꎬ促进病情恢复ꎮ 同时本研究中两组不良反应发
安全性较好ꎬ不会明显增加不良反应ꎮ

２.两组炎症因子水平的比较:治疗后两组血清 ＩＬ－６、ＴＮＦ
－α、ＣＲＰ 水平均下降ꎬ且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ＩＬ － ６、 ＴＮＦ － α、

ＣＲＰ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３.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６.１２％( 呕吐、恶心、头痛各 １ 例) ꎬ与对照组的 ４.０８％ ( 恶心 ２
例)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２１１ꎬＰ>０.０５) ꎮ
讨论

者肝脾不和这一关键病机ꎬ此外柴胡也能助脾气升清ꎬ升发左

４２(８５.９１)
３３(６７.３５)

Ｐ值

作为气机升降枢纽之能ꎬ解决 ＵＣ 患者脾虚这一根本病机ꎻ柴

ＵＣ 为一种消化系统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ꎬ西医认

为 ＵＣ 为易感个体体内环境因素改变诱发的肠道免疫系统对

综上所述ꎬ加味柴芍六君颗粒辅治应用于 ＵＣ 患者中ꎬ能

明显提高疗效ꎬ减轻其炎症水平ꎬ且安全性好ꎬ值得在临床推
广实践ꎮ

[３]
[４]

病名ꎬ主要依据其症状归属于“ 泻下” “ 痢疾” 等范畴ꎬ中医认

[５]

郁ꎬ肝郁脾虚为其常见证型ꎬ脾虚气弱ꎬ气为血之帅ꎬ血行不

[６]

为 ＵＣ 以脾胃气虚为本ꎬ湿热瘀阻为标ꎬ久病入络夹瘀兼气
畅ꎬ阳气衰而阴寒内生ꎬ寒主凝滞ꎬ气弱阳虚寒凝ꎬ血行不畅而
血瘀而成ꎬ对于本病应以疏肝健脾、理气止痛、清热止泻、活血
化瘀为治法ꎬ而柴芍六君汤可治慢性惊风ꎬ对脾虚肝旺痰盛者
疗效较好ꎬ可达到疏肝健脾功能ꎬ李桂贤教授依据多年经验在
原方基础上研制出加味柴芍六君颗粒用以治疗 ＵＣ [６] ꎮ

[７]
[８]
[９]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加味柴

组别

治疗前

ＩＬ－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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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两组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ｘ
±ｓꎬｎｇ / ｍｌ)

治疗后

治疗前

ＴＮＦ－α

治疗后

治疗前

ＣＲＰ

治疗后

观察组( ｎ ＝ ４９)
对照组( ｎ ＝ ４９)

４５.７８±４.８９

２６.１３±２.７４

１２３.４１±１４.６９

４６.７８±４.８５

２０.１６±２.２３

１０.４６±１.５２

Ｐ值

０.２５７
０.７９７

８.９４３

０.２５３

６.４１２

０.７２４

１２.２６９

ｔ值

４６.０３±４.７２

３１.５９±３.２８
０.０００

１２４.１１±１２.６７
０.０００

５３.４７±５.４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４９±２.２８
０.４７１

１４.２９±１.５７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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