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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274.305 [文献标识码] A
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循行分布、
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与脏腑相互关系的理论。
经络学说是古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多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的诊断和
治疗。经,有路径的含义,经脉沟通上下,联通内外,
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络,有网络的含义,络脉是经
脉别出的分枝,较经脉细小,纵横交错,遍布全身。络
脉形态细小,分布广泛,具有渗濡灌注功能及血气
运行缓慢的生理特点,决定了络脉病理上易感受邪
气,引起络脉失养,调控气血功能紊乱,继而造成络
脉痹阻,渗化失常,形成络病。可见,络脉痹阻是络病
的病理特点。络脉病变的实质是湿、虚、瘀、毒
互结,痹阻络脉,并由此导致络病经久难愈,渐成痼
疾[1]。
经络理论始形成于内经时代,东汉时期张仲景
用于临床,首创温经通络,虫蚁通络,其代表方分别
为旋复花汤,大黄庶虫丸。后世医家在临床上各有
发挥,因而奠定了络病理论的发展基础。清代叶天
士提出了“久病入络,久痛入络,久瘀入络”的指导
临证辩治的原则。
1 络病基本病机
久病入络:脏腑之阴络,络体细窄,气血流缓,邪
气病久入深,盘踞不去,病情深痼难愈。
久瘀入络:血瘀日久入络,常因气郁血凝或气
虚运行无力,虚而留滞,久瘀导致络脉瘀阻。
久痛入络:疼痛常因络中气血不通而致,叶天
士《临证指南医案--诸痛》谓“痛则不通”,疼痛
日久,则气血窒塞,郁滞不通,络脉瘀阻。
2 络病治疗原则
络病的治疗均以“通络”为本,针对络脉病变
特点,古代医家提出“络以辛为泄”的治疗原则。

[文章编号] 1005-0205(2008)04-0055-02
络病治疗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络脉通畅以恢复其
正常功能,故“络以通为用”的治疗原则正是针对
络脉生理特点及络病病理实质而提出的。
近代随着医学的发展,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医
家纷纷从络病的角度去探讨,并已取得了相当的进
展。因此络病理论对指导中医临床和科研都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3 腰腿痛的病因病机及治疗
引起腰腿痛的原因很多,腰部骨与软组织损伤,
病理性损伤,结构异常,全身代谢和内分泌紊乱,姿
势不良,外伤,身体虚弱,肌肉无力及风寒湿邪侵入
机体都可引发腰腿痛,临床上较为多见的是腰椎间
盘突出症、腰椎增生症、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
腰肌纤维炎、风湿性关节痛等症。以上诸症属痹
症范畴,且均以疼痛为主要特点。
痹症是因感受风寒湿热之邪引起的以肢体、
关节,疼痛、酸楚、麻木、重着以及活动障碍为主
要症状的病症,临床上具有渐进性或反复发作、病
程长,疼痛难以忍受的特点。其主要病机是气血痹
阻不通,筋脉关节失于濡养所致[2]。
《临证指南医案》
中多处提及:“初病在经,久病入络,以经主气,络主
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病久痛久
则入血络”,此即为著名的“久病入络”及“久痛
入络”理论。王永炎院士从“络”辨治痹病的学
术思想,提出痹病是“新病入络”的代表病证[3]。
这些论述均说明腰腿痛(痹症)的病位在络,属于络
病的一种。这就为我们在临床实际当中从络论治
腰腿痛奠定了理论基础。无论新病、久病均可导
致络中气、血受伤而成络病。络病一旦形成,其病
势多沉重或缠绵。络脉之血气具有“双向流动”、
“满溢灌注”之特点 [3]。络脉血气既可离经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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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流动而布散于脏腑组织、皮毛肌腠,又可向经脉
方向流动而注入经脉。同时,络脉除了经络共有的
通行血气、沟通表里、卫外抗邪等作用外,还独具
有渗灌血气、互渗津血、贯通营卫、保证经气环
流等功能[4]。络脉是经脉中血气营养脏腑组织的
桥梁和枢纽。
腰腿痛(痹症),成因是在人体虚弱(抵抗能力
低)的情况下,风寒湿邪侵袭人体,留于肌肉、关节、
它像异物一样刺激周围神经、血管、肌肉等组织,
引起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肌肉、关节疼痛、酸麻、
沉重一系列临床表现 [5]。外邪客于筋脉、肌肉关
节经络等,形成痹症。痹者闭也,皮肉筋骨为风寒湿
气杂至、血脉闭塞而不流通也。三气之中,一气独
盛即能为痹也[6]。
风邪四时皆可为病,其性动摇振掉,善行数变,
侵袭人体,如见肌肉关节酸楚疼痛,呈游走性,发无
定处,为风邪偏胜,为行痹。行痹者,痛处行而不定,
走注而历节疼痛,治当散风为主,但御寒利湿仍不
可废[5],药用钩藤、僵蚕、全蝎、蜈蚣等。
寒邪最易伤人阳气,其性凝滞,收引,而血脉、肌
肉的收引痉挛又可引起疼痛,所以寒邪常是疼痛的
主要原因。
《素问痹论》云“痛者,寒气多也,又寒
故痛也”。临床上,痹症寒邪偏胜者,多以痛为主要
症状,称为痛痹。痛痹者寒气凝结,阳气不行,故痛有
定处。治宜散寒为主,疏风燥湿仍不可废[5],药用麻
黄、桂枝等。
湿为阴邪,其性重浊粘滞,湿邪是在腠理空疏
感受外湿或人体津液在病理状态下潴留而成。无
论感受外邪或湿自内生,皆与脾主运化的功能失职
有关,形成着痹。着痹者肢体重着不移,疼痛麻木是
也。盖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治宜利湿为主[5],祛风
散寒亦不可缺,药用苍术、泽泻、茯苓、薏苡仁等。
风湿顽痹,痹痛日久,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
寒之害也[5],治宜温经镇痛,散寒通络,药用马钱子、
乌头等。
痰瘀,痰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继发性致病因素,
痰湿是由津液凝聚而成,瘀血是由血液瘀滞而成。
津血同源,津液进入脉内即成为血液的组成部分,
血液渗出脉外则成为津液,络脉是津血互换的场所,
津液代谢失常则为痰饮水湿,血液运行不畅化为瘀
血。痰湿、瘀血产生后,又可作为继发性致病因素
阻滞络脉,导致痰湿阻络,瘀血阻络等病理变化。痰
湿阻络,治宜健脾燥湿祛痰通络,药用苍术、僵蚕等。

瘀血阻络,应活血化淤通络,药用土鳖虫,乳香,没药
等。
另热亦为致病因素,热为阳邪,其性急迫侵入
人体经络关节之后,与人体气血相搏,由于筋脉拘
急,经络瘀阻而发生剧烈疼痛。治宜清热解毒通络,
药用双花,连翘,黄芩等。
宋陈无择云:“大抵痹之为病,寒多则痛,风多
则行,湿多则著,在骨则重不举,在脉则凝不流,在筋
则屈而不伸,在肉则不仁,在皮则寒。”[5]
4 腰痛宁治疗络病腰腿痛之药理
腰痛宁胶囊由马钱子、麻黄、乳香、没药、
全蝎、僵蚕、土鳖虫、苍术、川牛膝、甘草十味
药组成。功主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用于
寒湿瘀阻经络所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增生
症、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慢性
风湿性关节炎[7]。
方中马钱子:苦、温。辛香走窜,通络止痛,散
结消肿,治疗风湿顽痹。《医学衷中参西录》:“开
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远胜于它药也。”常用于治
疗风湿顽痹、麻木瘫痪、跌扑损伤,为治疗痹症之
要药。麻黄:辛微苦、温。辛温通络,疏散寒邪。
《医
学衷中参西录》:“于全身脏腑经络,莫不透达”。
苍术:辛、苦、温,辛主祛风,温可散寒,苦能燥湿,尤
善除经络肢体的风湿之邪。
《神农本草经》谓其“主
风寒湿痹”。以痹症湿重者尤效。以上三味共奏温
经散寒,除湿通络止痹痛之功效。
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故用乳香,没药,
蟅虫,川牛膝辛香理气,活血化瘀通络。乳香:辛、
苦、温。辛香通络,活血化瘀。没药:苦、平。化瘀
通络。《医学衷中参西录》:“乳香、没药,二药并
用为宣通脏腑、流通经络之要药,故凡心胃胁腹肢
体关节诸痛皆能治之。
”“乳香善通窍以理气,没药
[8]
善化瘀以理血”。 “没药,能入十二经,通滞血、
散结气,消肿定痛。乳香、没药皆能活血定痛,但乳
香是行气以活血兼能伸筋,通经舒络而止痛。没药
是散瘀而活血,消肿定痛,一偏于气,一偏于血”。[9]
土鳖虫:咸、寒。化瘀通络,逐瘀破积。
《长沙药解》:
“蟅虫善化瘀血,最补损伤。”
“虻虫破血,遍行经络,
能祛除真气运行难道之处的瘀血。蟅虫有活瘀血、
续筋骨的特殊作用;破血,搜剔血积,接补筋骨折伤
又为其专能。”[9]近代用于腰腿痛,膝关节病,颈椎
病等的治疗。川牛膝:苦、酸、平。活血通经,补肝
肾,强筋骨,利水通淋,引血下行。长于活血通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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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正义》谓其:“所主皆气血壅滞之病”,牛膝善入
肝肾,走而能补,既能活血祛瘀,通利关节,又能补益
肝肾,强筋健骨,为治疗肝肾不足,腰膝疼痛之要药。
既可用于肝肾亏虚之腰痛、腰膝酸软,又可用于痹
痛日久,腰膝酸痛。全蝎:辛、平。搜风通络止痛,
治疗风湿顽痹。《玉楸药解》:“穿筋透骨,逐湿除
风。”僵蚕:咸、辛、平。息风祛痰通络。有很强
的祛风止痛之功,同时全蝎可息风镇痉,僵蚕祛风
定惊,尚可兼制马钱子防止疏利过甚。甘草:味甘可
缓急止痛,且调和诸药;黄酒(药引):辛、甘、大热。
温通经络,引药直达病所。
诸药合用,可祛风,可散寒,
可除湿,可化瘀(血瘀、痰瘀),可通络,可接筋,可续骨,
疏逐搜剔,透达关节,共奏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
通络之功。
腰痛宁胶囊组方特点:其一重用全蝎、僵蚕、
土鳖虫,虫蚁通络,痹症日久,久病入络、久痛入络,
久则邪正混处期间,草本不能见效,当虫蚁疏逐,以
搜剔络中混处之邪。
虫类药物多含生物活性物质和多种氨基酸,大
多具有兴奋骨骼肌、平滑肌、解痉、抗炎作用,从
而加强了马钱子、苍术、麻黄、乳香、没药通络
止痛作用。
其二虽云痛无补法,然久病久痛必伤正气。方
中诸药功用为流气畅络、辛温通络、燥湿通络、
辛香通络、化瘀通络、祛风散寒通络、搜风熄风
通络之药。未用参、芪、白术、地黄之属,却可扶
正气以祛邪。何故,方中土鳖虫、全蝎、僵蚕等虫
蚁之属均为血肉有情之品,除疏逐搜剔络中混处之
邪,尚可养奇经、栽培体内精血,兼补气血。试验证
明:虫蛇类药剂量较小时,有兴奋强壮之作用。更用
川牛膝补肝肾,活血化瘀,通经络,甘草补脾益气,黄
酒行药势,通血脉,养脾气,护胃气,全方突出“通络”。
络通则气血流畅,气血流畅则不痛。故“络通则不
痛”,正气得以复原。此即腰痛宁胶囊于通中寓补,
以通为补组方之奥理。
5 结论
风寒湿邪侵袭人体,形成风湿痹痛,痹病日久,

久病入络,久痛入络,久瘀入络,形成络病。腰腿痛,
特别是慢性腰腿痛,属风湿痹痛范畴,其病机符合
久病入络,久痛入络。反复发作缠绵难愈,致残率高,
对人类健康危害大,临床治疗重在通络,络通则痹
痛除,或虫蚁通络,或温经通络,或活血通络,均能取
得满意疗效。
腰痛宁胶囊中马钱子、麻黄、苍术燥湿散寒,
温经通络,乳香、没药、土鳖虫、川牛膝辛香理气、
活血化瘀通络;全蝎、僵蚕搜风祛痰通络;甘草缓急
止痛;黄酒辛甘大热,温经通络且引药直达病所,诸
药共奏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之功。全方突
出通络,络通则气血流畅,气血流畅则不痛,络通则
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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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医药妙用黄酒
——兼答服用腰痛宁胶囊以黄酒为引的问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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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是以糯米、酒曲、红曲等为原料经酿造

酒调服”。后世方如活络丹、九分散、疏筋丸、七

而成的发酵酒。黄酒呈淡黄色，澄明，气芳香，

厘散等都可用黄酒送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味醇厚。黄酒属非蒸馏酒类，含乙醇 15%~20%，

（2005 年版）收载的中药成方制剂中，有 25 种需

较蒸馏酒类如高粱酒、烧酒等为低。黄酒中还含

用药引，其中如小活络丸、马钱子散、妙济丸、

有麦芽糖、葡萄糖、糊精、甘油、酸类(如氨基酸)、

活血止痛散、跌打活血散等 10 种药的药引是黄酒。

酯类等。中医认为，黄酒性大热，味甘辛，功能“行

腰痛宁胶囊方由《急救应验良方》九分散加

药势……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散湿气……

味而成。处方组成是马钱子粉(调制)、土鳖虫、麻

养脾气。扶肝，除风，下气……热饮之甚良”。

黄、乳香、没药、川牛膝、全蝎、僵虫、苍术、

中医药用酒炮制药材的历史悠久。相传夏商

甘草等。功能温经通络，疏散寒邪，消肿止痛。

时代已将酒用于中药炮制，我国最早的中药学专

服用腰痛宁胶囊以黄酒为引（即用黄酒兑少量温

著《神农本草经》中已有药材要“酒煮”、“酒浸”

开水送服）
，用的是黄酒的行药势以促药力直达病

的记载。近现代酒制药材包括酒炙、酒炖、酒蒸

位，通血脉以增强活血通络作用，矫臭以祛除药

等，除有规定者外，一般用黄酒。

物不良气味，有利于药物发挥疗效等作用。黄酒

古人在方剂中用酒(如瓜蒌薤白白酒汤)或使

确实是不可缺少的药引，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用酒与水煮汤剂历史久远。如汉代张仲景所撰《伤

近代研究证明，马钱子含有生物碱，苍术、

寒论》中炙甘草汤的煎法用酒七升水八升、当归

乳香、没药等含有挥发油，僵虫、全蝎、土鳖虫

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汤的煎法用酒水各六升，
《金

等具有特殊气味。服用腰痛宁胶囊用黄酒为引，

匮要略》中芎归胶艾汤的煎法用酒三升水五升等，

确能增加药物的疗效，也能矫正其不良气味，同

都属于在补阴补血剂中加酒以通药性的迟滞。

时可养脾气，护胃气，可谓是一举多得。

古今用中成药以酒为引者颇多。古方如薯蓣
丸、肾气丸、天雄散、侯氏黑散等，或“酒服”或“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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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证是络病的常见临床表现之一,临床具有渐

闭也,以血气为邪所闭,不得通行而病也。”狭义之

进性或反复发作、病程长、疼痛难以忍受的特点。

痹为痹证或痹病,由于受风寒湿热之邪,闭阻经络,

久病入络,久痛入络,形成络病,临床治疗需遵循“络

气血运行不畅所致。是以肢体、关节疼痛、酸楚、

以通为用”的治疗原则。笔者以颈腰椎疾病、类

麻木、重着,以及活动障碍为主要症状的病症。其

风湿性关节炎为例,浅述痹证与络病的关系与治疗。

中以风邪偏胜,为行痹,治宜散风通络为主;寒邪偏

1 痹病与络脉病的关系

胜者,为痛痹,治宜温经散寒通络为主;湿邪偏盛,肢

中医所论痹证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之痹

体重着不移、关节酸痛、漫肿者为着痹,治宜燥湿

指机体为邪闭阻,导致气血运行不利,或脏腑气机

通络为主;其中以热邪侵入人体经络关节,与人体

不畅所引起的病证,如胸痹、喉痹、五脏痹、五体

气血相搏,筋脉拘急,经络瘀阻而发生剧烈疼痛者,

痹等。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说:“盖痹者,

为热痹,治宜清热解毒通络;而痰瘀互结,留滞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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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阻经脉肌肉关节以刺痛,固定不移为主者,则治

减轻局部炎症对颈部神经根的刺激,消除神经根及

宜化痰行瘀、蠲痹通络。

周围软组织炎症水肿,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作用。

总之,痹证临床具有渐进性或反复发作、病程

纵观该方组方用药,处处体现了痹证“络以通为用”

长,疼痛难以忍受的特点。主要病机为气血痹阻不

的治疗原则[3]。

通,筋脉关节失于濡养。颈椎病、腰腿痛及类风湿

2.2 从络论治腰腿痛

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病证属于痹证范畴。

腰腿痛,也是风寒湿邪侵袭人体,留于肌肉、关

络脉是由经脉别出、逐层细分,广泛分布于人
体上下内外,是气血运行的通路,也是病邪传变的

节,引起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肌肉、关节疼痛、酸麻、
沉重等表现[4],属痹证范畴。

途径。故若病变久治不愈,由经入络,由气及血,最终

常用于治疗腰腿痛的腰痛宁胶囊中,选用马钱

可导致机体津血渗灌失常,津凝为痰,血滞为瘀,痰

子、麻黄、苍术燥湿散寒、温经通络;乳香、没药、

瘀阻滞络脉,可致病变缠绵不去,形成络病。由此可

土鳖虫、川牛膝辛香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全蝎、

见,久病入络常有痰瘀互阻的病机存在,痰瘀既是

僵蚕搜风祛痰通络;甘草缓急止痛;黄酒辛甘大热

致病邪气又是病理产物,也是继发性致病的因素。

温经通络,引药直达病所。诸药合用,共奏消肿止痛、

痰瘀阻滞络道,气血不能通行是痹证发病的基础,

疏散寒邪、温经通络之功。全方突出通络,达到络

也是络病形成的关键。

通则不痛[5]的作用。

临床依据不同的损伤部位,而有不同临床表现

药理研究显示:腰痛宁胶囊对各种物理性及

[1]

。故《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初病在经,久病

化学性疼痛、各种急慢性炎症反应均有明显药理

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

作用,并能明显减轻电刺激坐骨神经所致屈肌反射

伤入络”,“病久痛久则入血络”
。

幅度,降低坐骨神经对疼痛刺激的敏感度,使痛阈

颈、腰椎疾病属中医学“痹证”、“络病”范
畴,治疗本病应遵循从络论治“络以通为用”的原
则,祛邪扶正,标本同治,采取入络药物疏通络脉,调

提高。
2.3 从络论治尫痹
尫痹是以小关节疼痛、肿胀、晨僵为特点的

整络病病理状态,达到“通则不痛”的目的。

疾病,类似于西医类风湿性关节炎。《诸病源候论》

2 痹证从络论治

云:“风湿痹病之状,或皮肤顽厚,或肌肉酸痛„„

2.1 从络论治颈椎病

久不瘥,入于经络,搏于阳经,也变令身体手足不随。”

颈椎病多由六淫外感、劳倦内伤、外伤跌扑、

此论点明了本病久羁不愈,入于经络的病机[6],故较

禀赋不足等引起,属于本虚标实证。以肝肾、脾胃

多医家治疗本病,常在常规辨治的基础上,参以虫

受损,气血不足,筋骨失养为本;风寒湿邪或痰瘀痹

蚁搜剔之品,以提高对该病的临床疗效[7]。蚁参蠲

阻,经脉不通为标。病情发展由轻到重、由经到络,

痹胶囊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有效药物,方中以

[2]

主要病机是气血痹阻不通,筋脉关节失于濡养 。

制川乌、桂枝、苍术、透骨草、伸筋草、川桐皮

治宜祛风散寒、除湿通络以治标,益气健脾、柔肝

等祛风散寒除湿,温经通络止痛,以驱外邪而止痛;

养阴、荣养经络以治本。

重用蚂蚁、蜈蚣、乌梢蛇、鸡血藤,搜剔关节筋骨

常以颈复康颗粒治疗,方中羌活、威灵仙、秦

间的病邪,通络止痛;蚂蚁、人参健脾补虚,扶正祛

艽、葛根祛风散寒通络;苍术、黄柏燥湿通络,丹参、

邪。方中加活血通络之品,意在使血流畅通,以助于

桃仁、红花、川芎、花蕊石、王不留行、地龙、

祛除各种致病因子,修复受损伤骨组织,控制和改

土鳖虫、乳香、没药养血活血、畅行气血、通经

善类风湿性关节炎所致的临床症状,且药用安全,

开痹、化瘀通络;黄芪、党参、白芍、地黄益气健

无毒性作用[8]。

脾、柔肝养阴、荣养经络,意在驱邪中兼顾扶正,

由此可见,颈腰椎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于

可较好的维持椎间盘的基质生化特性和代谢平衡,

痹症范畴,络病论治,选用具有祛风散寒通络、行气

维持椎间盘的生理功能。现代药理研究认为,方中

畅络、辛温通络、燥湿通络、辛香通络、化瘀通

主要药物可抑制炎症介质释放,降低炎性细胞因子,

络、祛风散寒通络、搜风熄风通络作用的药物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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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疗,可达到治愈疾病之目的。而临床常用的颈

学技术出版社, 1989: 71.

复康颗粒、腰痛宁胶囊、蚁参蠲痹胶囊组方用药,

[5]

充分体现了络病治疗的原则。

2008, 16(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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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组方特点分析
刘书堂
（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067000）

腰痛宁胶囊为治疗急、慢性腰腿痛的中成药，

络止痛。乳香可行气，使“气行则血行”。配土鳖

具有疏散寒邪、温经通络、消肿止痛之功。临床

虫入血软坚、逐瘀散结，川牛膝更逐瘀血，引血

上常用于腰稚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腰肌劳

下行。共奏活血通络、散瘀血、止痹痛之效。

损、腰肌纤维炎、腰推增生症、慢性风湿性关节

三

重用全蝎、僵蚕、土鳖虫等虫蚁类药物

痛等。以上病症同属于痹证的范畴，且有共同的

通络。痹证日久，久则邪已混处其间，草本不能

病因，即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治宜疏

见效，须用虫类药“搜剔钻透祛邪”，蠲痹通络。

散寒邪、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镇痉祛痰、消肿

取全蝎、僵蚕、土鳖虫走窜之性，可搜剔筋骨间

止痛。腰痛宁胶囊治疗效果比较理想，具有以下

寒湿痰瘀之邪，通经达络。全蝎、僵蚕可镇痉祛

几个特点:

痰，土鳖虫可活血接筋续骨。虫类药多含生物活

一

重用风湿要药马钱子合麻黄、苍术，祛

性物质和多种氨基酸，具有兴奋骨骼肌、平滑肌，

风散寒燥湿以除病邪。马钱子通经络、利关节、

解痉、抗炎作用，从而加强马钱子、苍术、麻黄、

治顽痹拘挛疼痛。
《衷中参西录》云，马钱子开通

乳香、没药通络止痛之效。

经络、透达关节之力远胜于它药。马钱子量大力

四

扶正祛邪，固本强身。名中医谢海洲教

专。麻黄辛温，能宣通气机、散寒开腠理、祛邪

授指出：
“痹证治疗应用通络祛风之剂疗效不佳，

外出。苍术芳香辛烈，健脾燥湿，可化内外风湿

其失误在于忽视扶正固本药物，此为一要。”为

之邪、止痹痛。马钱子率麻黄、苍术通络止痛、

此，腰痛宁胶囊以川牛膝补肝肾、活血化瘀、引

消肿散结，麻黄、苍术助马钱子祛风、散寒、胜

血下行，甘草补脾益气，全蝎、僵蚕、土鳖虫之

湿、止痹痛。药虽辛燥，但风湿顽疾非大辛大热

属均为血肉有情之品，除疏逐搜剔络中混处之邪

不能释其寒凝之害也。

外，尚可养奇经、栽培体内精血，以补气血。黄

二 以乳香、没药、土鳖虫、川牛膝活血化

酒辛甘大热，可行药势、通血脉、厚肠胃、润皮

瘀、通络止痛。痹证疼痛虽为风寒湿邪所致，但

肤、散湿气、养脾胃、扶肝、除风下气、开胃下

造成的病理现象则是经脉阻塞、气血凝滞致使“不

食以扶正。

通则痛”，故以止痛圣药乳香、没药活血化瘀、通

腰痛宁胶囊药味不多， 用量不大，而力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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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何故?重用风湿要药以祛邪，活血化瘀以止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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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重用虫蚁通经达络，扶正祛邪，固本强身可
为腰痛宁胶囊组方之奥秘。（本文原载于《家庭中医

²质量控制²

导数光谱法测定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的含量
李守拙

王承华

（河北承德市中药厂，河北 承德 067000）

提要：本文提出了改进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含量的测定方法。在实验中用导数光谱去测定药品中士的宁的含量时，
发现在264.2nm 波长处测定可以消除布鲁生及其他成分的干扰，其士的宁含量测定值与其计算值相差无几。实验数
据表明， 用改进后的导数光谱法测定药品中士的宁含量可以大大提高准确度与精密度。

腰痛宁胶囊剂为中药复方制剂。该药主要由
马钱子、牛膝，全蝎、乳香等十味药组成。临床
上主要用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等症。
由于该药主要成分马钱子中含有毒性较大的士的
宁，所以需严格控制士的宁含量。我厂原用酸碱
剩余回滴法进行士的宁的含量测定。由于该成药
中其他九味药中的酸碱性成分对其含量测定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用酸碱剩余回滴法的测定结
果不准确。本实验采用导数分光光度法直接测定
样品中士的宁的含量，测定结果准确，简便快速，
可做为样品中士的宁的定量分析方法。
一 仪器与试剂 日本岛津UV-260型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士的宁(Stry—chnine)及布
鲁生(Brucine)对照品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提供，腰痛宁胶囊样品为本厂产品。所用试剂均
为AR级。
二 导数光谱测定条件试验 将马钱子原药
材、腰痛宁胶囊样品及不含马钱子的空白腰痛宁
分别按85版《中国药典》马钱子项下，用碱性氯
仿液进行浸泡后再用0.5mol硫酸液进行提取。将
以上三种提取液分别进行紫外光谱测定。结果，
其马钱子原药及腰痛宁样品的紫外光谱的最大吸
收峰波长及其波形基本一致。不含马钱子的空白
腰痛宁的紫外吸收光谱在250~280nm 之间近似
为一次曲线吸收，其一阶导数紫外光谱为接近零

的一条直线， 故对腰痛宁样品求一阶导数紫外光
谱可以去除腰痛宁中其他九味药的干扰。将马钱
子原药及腰痛宁样品的酸性提取液进行薄层分离，
得到两个斑点， 即士的宁及布鲁生。又将士的宁
及布鲁生对照品的酸性液做零阶及一阶导数紫外
光谱。结果，士的宁的一阶导数紫外光谱在267nm
处有一良好半振幅， 但布鲁生在该波长处求一阶
导数不为零，并且布鲁生的零阶导数紫外光谱在
264.2nm波长处有一最大吸收，为一拐点。所以在
该点求一阶导数值为零，即在264.2nm波长处求马
钱子的一阶导数光谱可以去除布鲁生的干扰。因
士的宁在这点的一阶导数值为267nm波长处最大
一阶导数值的85%，所以，在264.2 nm波长处对腰
痛宁样品进行一阶导数紫外光谱测定(⊿λ=2 nm，
狭缝为lnm)，这样即可去除其他九味药干扰，又
可去除布鲁生的干扰。
三 波长重现性及抗干扰性实验 本实验要
求波长重现性好，否则容易产生误差。将同一士
的宁对照品的酸性溶液按上述条件在264.2 nm波
长处重复测定5次，所测得的一阶导数值几乎没有
变化，故认为波长重现性良好。
又精密称取5份已知含量的腰痛宁样品约1 g，
各加入布鲁生对照品0、2、3、4、5 g，按前法提
取并测定在264.2 nm波长处的一阶导数值， 发现
腰痛宁样品中士的宁含量变化很小，加入布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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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品后对士的宁含量的测定几乎没什么影响
四 标准曲线的线性 配制浓度为0.18mg／
ml的士的宁对照品的酸性溶液，精密吸取0、1、2、
4、6、8、10ml分置于7个50ml量瓶中，加0.5mol
硫酸液稀释到刻度。分别扫描各份溶液的一阶导
数光谱，测得在264.2nm波长处的导数光谱值。以
导数光谱值对浓度C回归做工作曲线，结果见表1。
其回归方程为：C=106.86

（106.86

dA
d

dA

表1

浓度μg/ml

dA

dA
+0.0198，相关系数
d

r=0.9999。说明士的宁的浓度在0-36μg/ml范围内，
与在264.2nm波长处的一阶导数值有很好的线性
关系。
五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腰痛
宁样品1g，加入定量的士的宁对照品，按前法提
取腰痛宁并加入量瓶中，加入0.5mol硫酸至刻度，
按标准曲线项下测定，求得264.2nm波长处的一阶
导数值，由回归方程计算，平均回收率100.29%，
CV=0.53%，见表2。
六 样品测定 精密称取腰痛宁1g，置50ml
具塞三角瓶中，加入20ml氯仿及0.3ml氨水，按药
典法（85版）提取，提取后的酸液按上法进行测
定。
以下面公式计算即为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的
含量。

士的宁含量/每粒=

测定。

值

d

d

值与士的宁浓度的线性关系

0

3.6

7.2

14.4

21.6

28.8

36

0

0.033

0.067

0.135

0.203

0.268

0.337

表2 士的宁加样回收测定结果
士的宁
测得量

回收率

平均值

CV

（μg）

（%）

（%）

（%）

3.6

14.12

100.83

10.49

7.2

17.65

99.44

10.49

14.4

24.92

100.21

100.29%

0.53%

4

10.49

21.6

32.18

100.42

5

10.49

28.8

39.45

100.56

原有量

加入量

（μg）

（μg）

1

10.49

2
3

N

表3 导数光谱法与药典法测定马钱子中士的宁
含量比较
批号

导数光谱法（%）

85版药典法（%）

1

1.80

1.81

2

1.72

1.74

3

1.77

1.78

4

2.08

2.02

+0.0198） 500

取样量 / 平均粒量

表4 腰痛宁样品精密度测验
用导数-紫外光谱法测定马钱子中士的宁含
量与85版《中国药典》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进行
比较，结果基本一致，见表3。
精密度测定：将同一批号腰痛宁用一阶导数
紫外光谱法同时检测6份，其精密度良好。结果见
表4。
用导数光谱法对腰痛宁样品进行测定，测得
的士的宁含量与其所含马钱子生药材中士的宁的
计算量非常接近，结果见表5。
七 讨论 腰痛宁胶囊含量测定使用导数紫
外光谱法可使检测结果稳定准确，克服了其他药
材成分的干扰。使用仪器又可去除人的操作误差。
导数光谱法同样可以在手动式分光光度计上进行

取样量
N

（mg）

dA
d

士的宁含量
值

（mg/粒）

1

997.3

0.079

1.27

2

991.3

0.078

1.26

3

996.6

0.079

1.27

4

998.4

0.077

1.24

5

994.2

0.077

1.24

6

994.7

0.077

1.24

平均值
（

x）

1.25mg/粒

变异系
数（CV）

1.2%

表5 士的宁导数光谱测定与其计算量结果比较
批

每粒腰痛

该批马钱

腰痛宁

导数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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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中马钱子

子粉中士

中士的宁

法测定士

2

120

1.25

1.50

1.49

粉含量

的宁含量

计算量（mg/

的宁含量（mg/

3

120

1.03

1.24

1.25

（mg）

（%）

粒）

粒）

120

1.29

1.55

1.57

（本文原载于《中成药》1989年第11卷第10期第12-13页）

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和布鲁生的含量测定方法
张保华 刘铁钢

张喜情

（河北省药品检验所

050011）

摘要：用硫酸液(0.5mol/L)从含马钱子中药制剂的碱性溶液中直接提取，再利用一阶导数光谱法于 264nm 和 313nm
波长处，分别测定士的宁和布鲁生含量。结果表明:士的宁和布鲁生在 3.5～40.0μg·ml-1 浓度范围内呈现极好的线性;
本方法的回收率(均值±标准差):士的宁为 101.0±1.6%，布鲁生为 101.1±1.4%。

腰痛宁胶囊是由马钱子等 10 味中药组成的复
方制剂，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之
功效;用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增生症和慢
性风湿性关节炎等症。其主要成分是士的宁和布
鲁生；两者约占马钱子所含生物碱的 90%，且各
约占 45%，毒性剧大，从马钱子提取液中测定士
的宁含量的方法报道较多，而测定布鲁生含量的
方法却未见报道。
本文用硫酸液(0.5mol/L)提取，利用一阶导数
光谱法同时测定士的宁和布鲁生，取得满意结果。
与《中国药典》(1985 年版)和 Bp（80）相比较，
本法简便、快速、准确。
一 仪器与试药
1 仪器:岛津 UV-260/365 分光光度计，狭
缝 :1nm; ⊿ λ :2nm; 扫 描 速 度 :100nm/min ， 范
围:330-220nm。
2 腰痛宁胶囊:承德市中药厂提供.
3 士的宁、
布鲁生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
检定所提供。
4 有关试剂：均为 AR。
二 含量测定
1 士的宁标准液及回归方程:精密称定士的
宁适量，用硫酸液(0.5mol/L)稀释成 0.200mg²ml-1
的标准液。精密量取适量，用同液稀释成

4.0~40.0μg²ml-1 不同浓度的溶液数份。以硫酸液
(0.5mol/L)为参比液，于 264±0.5nm 波长处分别
测定一阶导数 D1 值，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得回归
方程:C=113.86³D1+0.0776,r=1.0000。
2 布鲁生标准液及回归方程:精密称定布鲁
生适量，用硫酸液(0.5mol/L)稀释成 0.195mg·ml-1
的标准液。精密量取适量，用同液稀释成
3.0~40.0μg·ml-1 不同浓度的溶液数份，以硫酸液
（0.5mol/L）为参比液，于 313±0.5nm 波长处分
别测定一阶导数 D1 值。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得回
归方程：C=120.55³D1-0.1912，r=0.9999。
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样品 10 粒，倾出内
容物，称重研细。精称细粉约 1g。置 50ml 具塞
锥瓶中，加氯仿 20ml 和浓氨水 0.5ml，密塞称重;
放置过夜。补加损失的氯仿量，振摇过滤。精量
续滤液 10ml，置分液漏斗中，用硫酸液(0.5mol/L)
提取 4 次，每次 10ml。合并提取液和洗液，过滤
于 50ml 量瓶中，备用。.
4 测定方法:精量 10ml 提取液，置 50ml 量
瓶中，用硫酸液(0.5mol/L)稀释至刻度，分别在 264
±0.5nm 和 313±0.5nm 波长处测定一阶导数 D1
值。通过回归方程，分别计算出样品中士的宁和
布鲁生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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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法回收率实验结果

士的宁
N

外加浓度

布鲁生

测得值

-1

-1

回收率

外加浓度
-1

测得值

回收率

-1

（μg·ml ）

（μg·ml ）

（%）

（μg·ml ）

（μg·ml ）

（%）

1

8.000

8.089

101.1

7.820

7.880

100.8

2

8.021

8.240

102.7

7.856

8.056

102.5

3

16.000

16.246

101.5

15.640

15.601

99.75

4

16.048

16.254

101.3

16.048

15.917

101.5

5

24.000

23.628

98.5

23.460

23.437

99.90

X

101.02

101.1

SD

±1.6

±1.4

三 结论与讨论
1 测定波长的选择:在同一张记录纸上，重
迭扫描士的宁硫酸液(16.0μg·ml-1)和布鲁生硫酸
液(15.6μg·ml-1)的零阶光谱图(图 1)和一阶导数光
谱图(图 2)。
如图 1 所示，两种生物碱的零阶吸收光谱相
重迭，互为干扰，而不能测定。在一阶导数光谱
中，如图 2 所示，布鲁生 D1 值为零的波长恰为
263.7nm，故选择该波长为士的宁的测定波长。而
在布鲁生 D1 值最大波长 313.0nm 处，士的宁无吸
收，不干扰，故选择该波长为布鲁生的测定波长。
2 回收率实验：在样品中，外加已知量的士

的宁和布鲁生，同法操作，测得回收率分别为
101.0±1.6%和 101.1±1.4%，如表所示。
3 线性范围：士的宁和布鲁生分别在 4.0～
40.0μg²ml-1 和 3.5～40.0μg²ml-1 浓度范围内呈极
好线性关系，rt 布鲁生=1.0000，r 士的宁=0.9997。
4 用本方法测定腰痛宁胶囊 5 批，每批一式
3 份，实验表明，该方法具有简便、快速重演性好
之优点。故本方法可应用于含马钱子制剂中士的
宁和布鲁生的含量测定。
（本文原载于《中成药》1991
年第 13 卷第 7 期第 12-13 页）

HPLC 测定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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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是由制马钱子、乳香、没药、甘
草等中药制成的,马钱子中含有剧毒成分士的宁,
也是具有生理活性的生物碱,所以本品中士的宁含
量是控制其质量的重要环节。对士的宁的测定,有
用薄层扫描法[1]、双波长法[2]、HPLC[3~4]等。对于
腰痛宁胶囊,有用导数光谱法测定士的宁含量[5]的
报道。我们使用 HPLC 对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的
含量进行测定,方法快速简便、
精密度和准确度好。
1 仪器和试药
344M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Beckman 公司),
包括 114 泵,421 型控制器,165 紫外检测器,427 积
分仪。CQF-Ⅰ-6 超声波清洗器(上海船舶电子设备
研究所)。
士的宁、马钱子碱均为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甲醇为分析纯,经 0.5μ m 滤膜过滤。
乙酸、三乙胺、氨水均为分析纯;腰痛宁胶囊(河北
承德市中药厂)。
2 方法和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 谱 柱 :UltrasphereTM-Cyano(5 μ m,4.6mm ³
150mm);预柱 UltrasphereTM-Cyano(5μ m,4.6mm³
45mm);流动相:甲醇-水-乙酸-三乙胺(760∶31∶6∶
3);流速 1ml²min-1,检测波长:254nm。所得样品色
谱图见图 1。

分别吸取贮备液 0.2,0.4,0.6,0.8 和 1.0 ml 置 10 ml
量瓶中,以甲醇氨性溶液(甲醇-氨=20∶3)定容,得
浓度为 4,8,12,16 和 20mg²L-1 的对照品溶液,混匀,
进样(每个浓度进样 3 次),以峰面积 A 对浓度 c 回
归,得回归方程为 A=2236.9+9161.3c,r=0.9996。
2.3 样品测定
取腰痛宁胶囊 3 组,每组 3 粒,倾出内容物,精密
称定,分别置于 50ml 量瓶中,加甲醇氨性溶液约
40ml,超声溶解 40min,加 HAc 6ml。甲醇定容,摇匀,
滤纸过滤,弃去初滤液,续滤液用附有 0.5μ m 滤膜
的微滤器过滤,弃去初滤液,吸取续滤液 1.00ml 于
10ml 量瓶内,甲醇氨性溶液定容,分别进样各 3 次,
所得结果见表 1。
2.4 方法精密度试验
用“样品测定”项中所配 1 号样品进样 6 次,
测得结果计算相对标准差 RSD=1.78%。
2.5 样品溶出度试验
将一份经超声提取 40min 后的残渣转移至
10ml 量瓶中,加甲醇氨性溶液,超声提取 40min,按
2.3 项操作进样。所得样品色谱图未检出士的宁峰,
说明第一次超声提取 40min 已定量完成。
2.6 加样回收试验
将 4 粒腰痛宁胶囊内容物混匀,约分成两等份,
精确称定,分别置于 2 只 50ml 量瓶中,一份依 2.3
项操作测其含量,另一份加入士的宁对照品贮备液
适量(与样品中所含士的宁量相当),同法测其含量,
计算加样回收率的平均值为 101.1%。
表 1 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含量
含量

编号
1

2

图 1 样品色谱图
1,2-溶剂;3-士的宁;4-马钱子碱

2.2 标准曲线
精确称取士的宁对照品 10.00mg 置于 50ml
量瓶中,甲醇定容,得 200μ g²ml-1 对照品贮备液。

3

-1

-1

mg²g

mg²粒

4.26

1.29

4.40

1.33

4.35

1.32

4.58

1.39

4.50

1.36

4.46

1.35

4.28

1.30

4.37

1.32

4.25

1.29

平均值/mg²粒-1

1.31±0.05

1.37±0.05

1.30±0.03

3 讨 论
3.1 本实验使用甲醇氨性溶液(甲醇-氨=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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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氯仿氨性溶液进行比较,均能提取完全,但在
氯仿氨性溶液中样品成粘块,处理困难,且放置过
程中样品中士的宁有分解。
3.2 若流动相中甲醇比例增加,士的宁前后诸峰
的分离度增大,保留时间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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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中金属元素的测定与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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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 AAS 法和 ICP-AES 法测定了腰痛宁胶囊中锰、铁等 12 种金属元素的含量。结果表明铁、铬、镍、钴、锂
的含量分别是陆生被子植物中铁、铬、镍、钴、锂含量的 6.4、5.2、3.6、2.0、94.8 倍,铜的含量和陆生被子植物中
的接近,钙、锰、锌、镁、钒、钾的含量低于陆生被子植物中的含量;钙、铁、锰的含量分别是植物类中药中钙、铁、
锰含量理论均值的 0.80、1.98、1.80 倍。腰痛宁胶囊的功效与其含有的钙、铁、锰等元素及士的宁等有关。

关键词:腰痛宁胶囊;微量元素;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腰椎间盘突出症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320(2002)04-0044-03

腰痛宁胶囊是由马钱子、大鳖虫、乳香、没
药等 10 味药组成的中成药,为国家基本药物、国家
中药保护品种。具有温经通络、化瘀止痛的功效;
主要有兴奋脊髓,解痉肌松,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
药理作用;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骨质增生,腰
肌纤维炎,坐骨神经炎,腰肌劳损,慢性风湿性关节
炎等。用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80 例,
总有效率 98.23%;治疗坐骨神经炎 80 例,总有效率
98.75%;治疗腰肌纤维炎、腰椎增生、腰肌劳损等
［１］
70 余例,总有效率达 90%以上,有较好疗效 。为
探讨腰痛宁胶囊中有药理作用的化学成份,本实验

用 AAS 法和 ICP-AES 法测定了腰痛宁胶囊中钙、
镁、钾 3 种常量金属元素及锰、铁等 9 种微量金
属元素的含量,现报道如下。
材料与仪器
1 样品
腰痛宁胶囊购自泰安市医药采购供应站,由承
德中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批号 98091016。
2 试剂
测定用的标准溶液用光谱纯试剂配制,其余试
剂为 GR 级。去离子双蒸水,电导率达 0.15μ S/cm
的去离子水再蒸两次得到。滤纸为中速定量。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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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器皿使用前用 1∶1 硝酸浸泡 12 h 以上。
3 仪器
PYE UnicanSP9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rkin Elmer ICP/6500 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5000 型光度计,倒数线色散率 0.65nm/mm
(cUV),高频发生器(27.12 MHz、1.8kW),可拆卸石
英炬管,垂直雾化器,双筒雾室,蠕动泵进样,P-E
7300 型计算机。
方法和结果
1 腰痛宁胶囊的消解
随机取一个批号的腰痛宁胶囊 8 盒(每盒 20
粒,另有黄酒 5 瓶送服胶囊时使用),每盒取 9 粒,将
72 粒胶囊内的中药粉末放入带磨口的瓶内密封,
备用。
精密称取腰痛宁胶囊内的中药粉末约 1.8g 倒
入 100ml(A)高型烧杯中,加入浓硝酸 21ml,加盖表
面皿放过夜后加热。再取黄酒 10ml 倒入 100ml(B)
高型烧杯中,加入浓硝酸 10ml,加盖表面皿放过夜
后加热。加热到酸液约余 1ml,冷后(A)高型烧杯中
加高氯酸 4ml,(B)高型烧杯中加高氯酸 2ml,加热至
白烟冒尽,冷后(A)高型烧杯中加 1∶1 硝酸 6 滴,(B)
高型烧杯加 1∶1 硝酸 3 滴。用适量的温热去离子
双蒸水溶解内容物,将(A)高型烧杯和(B)高型烧杯
中的内容物皆滤入 50ml 容量瓶中,定容,得待测液,
同时做空白试验。
2 测定
钙、钒、镁、钴,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测定,发射光谱仪工作条件:正向功率 1.0kW,
观察高度 14.0mm,等离子气(Ar)流量 13.0L/min,辅
助气(Ar)流量 0.5L/min,载气(Ar)流量 0.9L/min。
锂、钾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发射光谱
分析法测定,测锂时和测钾时选用的光谱带宽均为
0.5nm,测锂、钾时选用的工作波长分别为 670.8nm、
404.7nm。锌、铜、铁、锰、铬、镍用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仪器操作条件
见表 1,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1 测定铁、锰等元素时仪器操作条件
元素

Zn

Cu

Fe

Mn

Cr

Ni

波长(nm)
灯电流

213.9
6

324.8
6

372.0
8

279.5
6

357.9
6

232.0
8

光谱带宽
(mA)

0.5

0.5

0.2

0.5

0.5

0.2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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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腰痛宁胶囊中铁、锰等元素的含量（ x ±

s²μ g/g)
元

素

含

量

K
Ca

6435.1±52.2
4470.5±375.4

Mg

1077.2±37.1

Fe

892.4±23.12

Mn

82.01±0.32

Cu

11.42±0.06

Zn

42.30±0.27

Ni

9.806±0.348

Cr

1.198±0.098

Co

0.968±0.105

V

0.756±0.404

Li

9.480±0.111

注:n=3;把 5.6 ml 黄酒中的金属元素的含量也计入了胶囊内每克
中药粉末中金属元素的含量。

讨 论
用法与用量要求患者每次服胶囊 4~6 粒(0.3g/
粒),同时服黄酒 10 ml。按服 6 粒(1.8 g)计算,每服
1 g 胶囊内中药粉末,需服黄酒 5.6 ml。为了考虑患
者服用胶囊时摄入的铁、锰等金属元素的总量,所
以取 1.8 g(6 粒)胶囊内中药粉末和 10 ml 黄酒作为
测定试样。
腰痛宁胶囊中铁、铬、镍、钴、锂的含量分
别是陆生被子植物中铁、铬、镍、钴、锂含量的
6.4、5.2、3.6、2.0、94.8 倍,铜的含量和陆生被子
植物中的接近,钾、钙、镁、锰、锌、钒的含量低
于陆生被子植物;胶囊中钙、铁、锰、铜、锌的含
量分别是植物类中药中钙、铁、锰、铜、锌含量
理论均值的 0.80、1.98、1.80、0.98、1.57 倍[2];说
明腰痛宁胶囊中的金属元素的含量有其自己的特
点。
椎间盘由髓核、纤维环及软骨终板组成。钙
骨密度从 30 岁开始下降且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3],
因此随年龄的增长椎间盘也发生退行性改变。产
生退行性改变的椎间盘,在伤力作用下椎间盘突出,
椎间孔变窄,椎体缘发生骨赘,共同刺激,压迫邻近
神经组织而引起创伤性、化学性、自身免疫性炎
症[4]。椎间盘通过软骨终板和纤维环扩散进行着
包括微量元素在内的代谢活动 [5]。从解剖上看颈
椎间盘和腰椎间盘是十分相似的,二者包括微量元
素的代谢活动也应是一致的。
临床资料表明,颈椎病患者血清中钙、锰、铁
的含量均较正常对照组显著降低(P<0.01)[6]。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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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期颈椎病患者头发中铁的含量明显低于对照
组(0.01<P<0.025)[7]。
钙的活性形式——钙离子最主要的生理功能
是作为细胞的第二信使,调节细胞的多种功能,在
肌肉收缩、神经传导中起着重要作用。腰痛宁胶
囊中的钙,对于患者兴奋脊髓、通经络、化瘀止痛
会起一定的作用。
锰是糖基转移酶的辅助因子,该酶催化了葡萄
糖从二磷酸核苷酸葡萄糖向受体分子的转移。锰
活化的糖基转移酶对Ⅰ型胶原、Ⅱ型胶原的生成、
蛋白聚糖的合成、软骨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Ⅱ
型胶原主要分布于椎间盘的髓核、软骨终板,Ⅰ型
胶原主要分布于髓核的外层纤环。突出的椎间盘
其髓核中及纤维环中的一部分Ⅱ型胶原变成了Ⅰ
型胶原且髓核中蛋白多糖含量明显降低 [8]。腰痛
宁胶囊中的锰可以补充患者血清中锰的缺乏,对髓
核中Ⅱ型胶原比例的提高、髓核中蛋白多糖含量
的增加会起一定的作用。
铁为赖氨酸羟化酶的辅助因子,该酶可催化前
α -肽链上的脯氨酸和赖氨酸残基发生羟化,进一
步可使三条前α -肽链形成稳定的Ⅱ型胶原等结
构[9]。腰痛宁胶囊中的铁对突出的椎间盘中Ⅱ型
胶原的重新生成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另外,铁参与
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等的合成,还与三羟酸循环中
12 以上的酶有关。胶囊中的铁可促使骨髓制造红
细胞,使体内依赖铁酶的含量及活性提高,氧的运
输、贮存,电子的传递,氧化还原等代谢过程趋于正
常,对患者温经通络,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会产生一
定的作用,通则不痛,所以铁对缓解患者的疼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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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的功效应是有机成份、无机成份
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药马钱子中含士的宁,有兴奋
脊髓的反射机能并能提高大脑皮质感觉中枢的机
能;没药中含丁香油酚,丁香油酚有抗菌作用;全蝎
浸、煎剂有抑制血管运动中枢、扩血管、抑制心
脏及对抗肾上腺素兴奋α 受体的作用[1]。腰痛宁
胶囊中的 10 味药中还有哪些有机成份具有温经通
络、化瘀止痛的功效,锰、铁等使髓核中Ⅱ型胶原
比例提高的机理等仍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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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Metallic Elements in Yaotongning Jiaonang and Its Clinical Study
YUAN Bo-Yong1, ZHAO-Ming2, YUAN-Hui3, WANG Yu-Zhen2
(1Taishan Medical Collage,Taian 27100; 2The First Teching Hospital of Taishan Medical Collage,Taian; 3Affiliated
Hospital of Taishan Medical Collage,Taian,China)

Abstract:The contents of 12 kinds of metallic elements (Mn,Fe, et al)in Yaotongning Jiaonang were determined with
methods AAS and ICP-AES.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ontents of Fe,Cr,Ni,Co,and Li in Yaotongning Jiaonang were
6.4,5.2,3.6,2.0, and 94.8 times that in terrestial angiosperm respectively,and Cu wer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at of terrestial
angiosperm,and Ca,Mn,Zn,Mg,V,K were lower than contents of that in the terrestial angiosperm.The contents of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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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e,Mn)in Yaotongning Jiaonang were respectively 0.80,1.98,1.80 times the theory average values of that in chinese
medicinal herbs.The action of Yaotongning Jiaonang related with Ca,Fe,Mn,et al and strychnine et al.

Key Words:Yaotongning Jiaonang;Trace elements;Atomic absorption spetrophotometry;Prolapse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本文原载于《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2002 年第 19 卷第 4 期第 44-46 页）

薄层扫描法测定腰痛宁中麻黄碱的含量
Determination of the ephedrine content in Yaotongning with gracile 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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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中,麻黄碱是其主要成分之一,为
更加有效的控制该制剂的内在质量,特增加麻黄碱
的含量测定。对腰痛宁胶囊中麻黄碱含量进行测
定,可以有多种方法,如高效液相色谱法、容量法、
分光光度法、薄层扫描法等。但本实验建立了薄
层扫描法对腰痛宁胶囊中麻黄碱进行含量测定,认
为是精确、可靠、灵敏、简便的测定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药品与试剂 岛津 CS-930 薄层扫描
仪;瑞士产梅特勒 AG-245 型电子分析天平;腰痛宁
胶囊为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产品;盐酸
麻黄碱购于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高效硅胶 G 薄
层板为烟台化工研究所产品;微量定量毛细管为
美国 Drummond Co.产品;其它试剂均为 AR 级。
1.2 实验条件的选择
展开剂的选择:经反复多次摸索,认为以氯仿∶
甲醇∶浓氨水(10∶2∶0.1)展开效果较好,麻黄碱
的 Rf 值为 0.35,分离良好。
展开温度对分离的影响 用硅胶 G 薄层板及
氯仿∶甲醇浓氨水(10∶2∶0．1)为展开系统,相同
条件下分别在 10℃、20℃、30℃下进行层析,多次
实验表明在此温度范围 Rf 值均无显著影响。
波长选择:点盐酸麻黄碱对照品的甲醇溶液
于高效硅胶 G 薄层板上,同前展开,喷 1%的茚三酮
乙醇溶液为显色剂。105℃烘干,以 SX=3,狭缝
1.2*1.2mm,在 CS-930 双波长薄层扫描仪上进行全

波长扫描[1],选择测定波长和参比波长。盐酸麻黄
碱 的 最 佳 测 定 波 长 λ s=520 nm, 参 比 波 长 为 λ
R=600nm。
稳定性试验:点含 0.1mg/ml 盐酸麻黄碱对照
品的甲醇溶液于高效硅胶 G 薄层板上,同前展开,
显色后,以 SX=3,狭缝 0.4*0.4mm,于扫描仪上反射
法锯齿扫描,在选定的测定波长和参比波长下每隔
20min 重复测定盐酸麻黄碱斑点的积分值,结果表
明盐酸麻黄碱斑点在 3h 内测定基本稳定。稳定性
试验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2.7%(n=9)。
线性范围和回归方程:点 0.092mg/ml 盐酸麻
黄碱对照品的甲醇液 0.5、1、2、4、6、8μ l 于高
效硅胶 G 薄层板上,同前展开,显色后测定,以积分
值对点样量绘制标准曲线,计算回归方程。点样量
在 0.046~0.736μ g 范围内与积分值呈良好的线性
关系。麻黄碱回归方程 Y=1463X+206,r=0.9997
干扰因素考察:将不含麻黄的腰痛宁胶囊空
白样品制成空白样品后,点样,展开后显色,在对照
品的相对位置上,未发现不清晰的杂质斑点,以测
定波长扫描无吸收,表明无干扰。
精密度试验:重复 8 次点 0.092 mg/ml 盐酸麻
黄碱对照品的甲醇液各 2μ l 于高效硅胶 G 薄层板
上,同前展开,显色后测定,RSD 为 1.86%(n=8)。
重复性试验:精密称取 5 份样品,按含量测定
方法测定,以麻黄碱计 RSD 为 2.3%(n=5)。
回收率试验:精密称取相应量的盐酸麻黄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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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品,加入已知麻黄碱含量的腰痛宁胶囊样品中,
按样品测定法提取,点样,展开后显色,测定回收率,
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99.7%,RSD=2.04%(n=5)。
1.3 样品测定
样品及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腰痛宁胶囊样
品,取内容物 2g,精密称定后于 50ml 碘量瓶中,精密
加入 20.00 ml 氯仿及 0.3 ml 浓氨溶液,盖严后称定
重量,室温下浸泡 24 h 后再次称重,并补足所损失
的氯仿液,摇均后过滤,弃去初滤液,精密量取续滤
液 10.00 ml,挥去氯仿,将残渣用甲醇溶解后并定容
为 1 ml,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盐酸麻黄碱对照品,
加甲醇制成每 1 mg 含 0.1 ml 的溶液。
薄层分离:分别吸取供试品溶液及对照品溶
液各 2μ l,分别交叉点于同一高效硅胶 G 薄层板上,
以氯仿∶甲醇∶浓氨水(10∶2∶0.1)展开,取出,晾
干,喷以 1%的茚三酮乙醇溶液,于 105℃烘至斑点
显色清晰,取出,在薄层板上覆盖同样大小的玻璃
板,周围用胶布固定,分离良好。
样品含量测定:照薄层色谱法进行(2000 版中
国药典一部附录ⅥB)扫描,波长:λ S=520 nm,λ
R=600 nm,测定供试品吸收度积分值与对照品吸
收度积分值,计算,即得。
2 结果
用前述方法对本厂生产的 10 个批号的腰痛宁
胶囊进行麻黄碱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10 种批号腰痛宁胶囊麻黄碱含量测定
T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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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01
030202

2.0012
1.9921

0.25
0.26

030203

1.8978

0.24

030204
030301

2.1003
2.0421

0.28
0.27

030302
030303

1.9382
1.9218

0.23
0.23

030304

1.8992

0.22

030401

1.9287

0.23

030402

2.0079

0.27

讨论
通过试验认为该方法测定腰痛宁胶囊中麻黄
碱含量的重复性好,比其它的测定方法简单快速,
并且使用仪器检测又可减少人为的误差,因此认为
可作为腰痛宁胶囊中麻黄碱的检测手段。
麻黄碱的药效明显,也有副作用,故麻黄碱含
量的高低,可直接影响临床的用药安全,需严格控
制含量。建议每粒腰痛宁胶囊中,麻黄碱的含量应
控制在 0.16~0.32 mg/粒,即腰痛宁胶囊中麻黄原药
材中麻黄碱的含量应为 0.8~1.6 之间,所以控制腰
痛宁胶囊中麻黄碱的含量应在麻黄原药材及其腰
痛宁胶囊成品两点来进行控制,以确保腰痛宁胶囊
的内在质量。
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北京:
3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附录.
（本文原载于《中国骨伤》2004 年 2 月第 17 卷第 2 期第
122-123 页）

Determination of Ephedrine content of

Yaotongning in 10 kinds of batch number
批号

取样量

麻黄碱含量(mg/粒)

RP-HPLC 法同时测定腰痛宁
胶囊中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的含量
艾
(1 江西中医学院

江西 南昌

立 1,2,

罗国安 2

330004; 2 清华大学化学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目的:同时测定腰痛宁胶囊中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的含量。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Agilent C18 色
谱柱,乙腈-0.02mol/L NaH2PO4(含 0.2%三乙胺,0.4%磷酸)溶液(6∶94)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207nm。结果:方法学考察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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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研究建立的分析方法有较好的重现性和稳定性。盐酸麻黄碱平均回收率为 101.38%,RSD 为 2.02%(n=6),盐酸伪麻黄
碱平均回收率为 101.24%,RSD 为 2.25%(n=6)。结论:本法操作简便、结果准确,可用于该制剂中麻黄药材的质量控制。

关键词:腰痛宁胶囊;RP-HPLC;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
中图分类号:R284.1
文献标识码:A
腰痛宁胶囊为常用中成药,是国家中药保护品
种。主要成分有马钱子、麻黄、乳香等数十种名
贵中草药。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的功
效[1]。因麻黄除医疗功效作用外,还有一定的毒副
作用,在制剂过程中须严格控制其含量[2]。但目前
针对麻黄的质量控制多对其中的盐酸麻黄碱进行
含量测定[3]。不同产地的麻黄药材,其中的麻黄碱
和伪麻黄碱含量差别很大,且伪麻黄碱也具有一定
的治疗和毒副作用,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方法,同
时对麻黄药材中的麻黄碱和伪麻黄碱同时进行质
量控制。
1 仪器、试药与样品
仪器:waters 2695 高效液相色谱仪。
试剂:乙腈(色谱纯,fisher 公司),磷酸二氢钠、
三乙胺、磷酸(分析纯,北京化工厂),超纯水(Milli Q
超纯水,过 0.2μ m 微孔滤膜)。
对照品:盐酸麻黄碱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购置,批号:171237-200505,供含量测定
用)。盐酸伪麻黄碱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购置,批号:111242-200405,供含量测定用)。
样品:腰痛宁胶囊(河北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批号:20070513、20070519、
20070522)。
2 含量测定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Agilent HC-C185μ (4.6³250mm),柱
温:25℃;以乙腈-0.02mol/L NaH2PO4(含 0.2%三乙
胺,0.4%磷酸)溶液(6∶94)为流动相;流速:1mL/min。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适量,精密称定,
加甲醇制成每 mL 含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
分别为 76.2μ g 和 32.9μ g。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适量,取出胶囊中药物,取约 1g,精密称
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加入浓氨试液 3mL 使药物充
分湿润后,再加入乙醇-乙醚(1∶3)混合溶液 4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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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 30min 后于超声波仪器上超声提取 60min,放
冷,将乙醚提取液至蒸发皿中,加 1%盐酸甲醇溶液
4mL,50℃水浴蒸干,残渣加 1%盐酸甲醇溶液使溶
解,转移至 10mL 量瓶中,用 1%盐酸甲醇溶液稀释
至刻度,摇匀,用 0.45μ m 的微孔滤膜过滤,取续滤
液,即得。
2.4 阴性对照试验
用除麻黄药材外的其它药材的处方量,照工艺
要求制备阴性对照品,按质量标准正文中含量测定
项下进行高效液相色谱试验,所得阴性对照色谱图
中,在腰痛宁胶囊色谱图中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
黄碱峰的出峰位置上未出现吸收峰,表明处方中其
它药材对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含量测定无
影响(见图 1~3)。

图 1 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对照品溶液色谱

图 2 腰痛宁胶囊溶液色谱

图 3 腰痛宁胶囊阴性样品溶液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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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线性关系的考察
小时,测定各自样品中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
精密吸取浓度为 76.2μ g/mL 的盐酸麻黄碱和 32.9
峰 面 积 , 测 得 峰 面 积 值 的 RSD 为 1.80% 和
μ g/mL 盐酸伪麻黄碱对照品溶液 2,5,8,10, 15,20
0.59%(n=6),说明供试品溶液中的盐酸麻黄碱和盐
μ 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2.1”色谱条件分析测定
酸伪麻黄碱在 24 小时内稳定。
各自峰面积,以对照品进样量(μ g)对峰面积值进
2.9 回收率试验
行 回 归 , 求 得 盐 酸 麻 黄 碱 回 归 方 程 :y=
取同一批号(20070522)样品,取 0.5g(共 6 份),
2345106x-117828，R2=0.9989,盐酸伪麻黄碱回归
精密称定,分别加入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混
方程:y= 2463715x-30739, R2= 0.9991。结果表明盐
合对照品 0.38mg 和 0.172mg,称定重量,按照
“2.3”
酸麻黄碱在 0.1524~1.524μ g 范围内与峰面积呈
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操作,按“2.1”色谱条件分析,
良好的线性关系,盐酸伪麻黄碱在 0.0658~0.658μ
测定样品中含量,计算回收率,结果盐酸麻黄碱平
g 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均回收率为 101.38%,RSD 为 2.02%(n=6),盐酸伪麻
2.6 精密度试验
黄碱平均回收率为 101.24%,RSD 为 2.25%(n=6),
取同一批号(20070522)样品,研细,取约 1g,精
符合要求。结果见表 1,表 2。
密称定,按照“2.3”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操作,按
2.10 耐用性试验
“2.1”色谱条件分析,连续进样 6 次,测定各自盐酸
(1)不同色谱柱的耐用性:按“2.1”色谱条件,
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峰面积,测得峰面积值的
使用 Agilent HC-C18 柱 5μ m(4.6mm³250mm)和
RSD 为 1.54%和 0.34%(n=6),表明精密度良好。
Allsphere ODS-25μ (4.6³250mm)对腰痛宁胶囊
2.7 重现性试验
溶液进行色谱分析,测试结果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
取同一批号(20070522)样品,研细,取约 1g(共 6
麻黄碱达到基线分离,说明色谱柱耐用性好。
份),精密称定,按照“2.3”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操
(2)不同仪器的耐用性:按“2.1”色谱条件,用
作,按“2.1”色谱条件分析,测定每份样品中盐酸麻
Allsphere ODS-25μ (4.6³250mm)色谱柱,分别采
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含量。结果样品中盐酸麻黄
用 Agilent 1100 series 与 Waters 2695 高效液相色谱
碱平均含量为 0.8399mg/g,RSD 为 2.03%(n=6),盐
仪,按照“2.1”色谱条件分析,测试结果盐酸麻黄碱
酸 伪 麻 黄 碱 平 均 含 量 为 0.2608mg/g,RSD 为
和盐酸伪麻黄碱达到基线分离,说明色谱柱耐用性
2.50%(n=6)。
好。
2.8 稳定性试验
2.11 样品含量测定
取同一批号(20070522)样品,研细,取约 1g,精
分别取 3 个批号样品,按照“2.3”供试品溶液
密称定,按照“2.3”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操作,按
制备操作,按“2.1”色谱条件测定各自样品中盐酸
“2.1”色谱条件分析,分别在 0、2、4、8、12、24
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含量。结果见表 3,表 4。
表 1 盐酸麻黄碱回收率试验
编号

称样量(g)

样品中盐酸麻黄碱含量(mg)

对照品加入量(mg)(n=2)

测得量(mg)

回收率(%)

1

0.4988

0.4189

0.38

0.0801

100.65

2

0.5018

0.4135

0.38

0.0820

104.99

3

0.5022

0.4218

0.38

0.0800

99.46

4

0.5073

0.4261

0.38

0.0805

99.70

5

0.5034

0.4228

0.38

0.0809

101.75

6

0.5028

0.4223

0.38

0.0809

101.73

表 2 盐酸伪麻黄碱回收率试验
编号

称样量(g)

样品中盐酸麻黄碱含量(mg)

对照品加入量(mg)(n=2)

测得量(mg)

回收率(%)

1

0.4988

0.1301

0.1720

0.0303

100.68

2

0.5018

0.1309

0.1720

0.0298

97.19

3

0.5022

0.1310

0.1720

0.0305

100.89

4

0.5073

0.1323

0.1720

0.0310

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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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5034

0.1313

0.1720

0.0308

102.64

6

0.5028

0.1311

0.1720

0.0308

102.75

表 3 三批样品中盐酸麻黄碱含量测定结果
批号

盐酸麻黄碱含量(n=2)(mg/g)

平均值(mg/g)

20070513

0.79

0.79

0.79

20070519

0.81

0.83

0.82

20070522

0.91

0.83

0.87

表 4 三批样品中盐酸伪麻黄碱含量测定结果
批号

盐酸麻黄碱含量(n=2)(mg/g)

平均值(mg/g)

20070513

0.25

0.28

0.27

20070519

0.30

0.29

0.29

20070522

0.32

0.30

0.31

3 讨论
供试品提取方法的选择:在提取过程中,参考
《中国药典》2005 年版麻黄[4]提取,但因过中性氧
化铝柱对加样回收影响较大,从而影响含量测定,
故优化提取方式,考察了超声提取和索氏回流,结
果无显著差别,超声提取操作较为简便,故采用超
声提取方法。另外因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
易挥发,在提取过程中应控制样品温度在 60℃以
下。
提取溶剂的选择:本实验使用了甲醇、乙醇、
乙醚以及乙醇和乙醚的不同比例的混合液多种溶
媒提取,结果显示,提取溶剂为乙醇-乙醚(1:3)混合
溶液最好。
流动相的选择:曾有报道使用离子液体[5]可以
极其方便分离出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但该

离子液体难以获取,同时该方法不便于推广。参考
《中国药典》2005 年版麻黄项的流动相[4],进行试
验,反复摸索,最终选定乙腈-0.02mol/LNaH2PO4(含
0.2%三乙胺,0.4%磷酸)溶液(6:94)为流动相,样品
中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峰形较好,与其它组
分均可达到基线分离,空白对照亦无干扰。本实验
结果表明,用本文 HPLC 法同时测定腰痛宁胶囊中
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的含量,方法灵敏度高、
专属性强、重现性好,可有效控制腰痛宁胶囊中麻
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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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亚太传统医药》2008 年 5 月第 4 卷第 5
期第 33-35 页）

腰痛宁胶囊 HPLC 指纹图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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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腰痛宁胶囊;均匀设计;相似度;指纹图谱
摘要:目的:建立腰痛宁胶囊(马钱子,乳香,没药等)指纹图谱的 HPLC 色谱分析条件,为腰痛宁胶囊内在质量评价积累
数据,为优化及评价中药复方指纹图谱提供一种方法。方法:用均匀设计优化腰痛宁胶囊提取条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HPLC)建立了提取物的液相指纹图谱。考察了不同提取溶剂、提取条件对提取工艺的影响,最后用不同的相似度
评价方法考察了成品之间的稳定性。结果:确立了最佳色谱条件,得到了腰痛宁胶囊的指纹图谱,标定了 15 个共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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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士的宁,马钱子碱,甘草酸,蜕皮甾醇和麻黄碱,成品之间质量稳定可靠。结论:表明 HPLC 指纹图谱方法重现性好,
稳定可靠,可用于腰痛宁胶囊指纹图谱研究。

中图分类号:R927.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1528(2008)10-1409-04

HPLC fingerprint of Yaotongning Capsule
AILi,1,2

LUO Guo-an2*

WANG Yi-ming2

(1Jiangx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2Chemistry Depart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KEY WORDS: Yaotongning Capsule; homogeneous design; similarity; fingerprint
ABSTRACT: AIM:To establish the fingerprint analysis method of Yaotongning Capsule by HPLC-DAD.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used homogeneous design to optimize extractmethod. th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an Agilent
C18(4.6mm×250mm, 5μm.) column with a acetonitrile-0.2 acetic acid, 0.2% triethylamine. Detection time was 60 min. 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 and the wavelength was at 254nm. Effect of solvents time and method of extract on experiment
was studied, then calculated fingerprint similarities to evaluate, the samples'stabiity. RESULTS: 15 peaks including
strychnine, brucine, glycyrrhizic acid, ecdy sterone and ephephedrine, were separated on HPLC fingerprint in Yaotongning
Capsule.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reliable, accurate and can be used as a quality control for Yaotongning Capsule.

腰痛宁胶囊由马钱子、乳香、没药等十几味
中药组成的复方胶囊,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
经通络。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增生症、坐
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慢性风湿性关
节炎,临床实验表明治疗效果良好。其中君药马钱
子,具有通络散结,消肿止痛的功效,主要化学成分
有马钱子碱、士的宁等[1,2]。配以全蝎、僵蚕熄风
通络,土鳖虫、乳香、没药活血化瘀为臣药等。由
于组成复方的药味较多,所以化学成分比较复杂。
目前,指纹图谱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鉴别中药
品种和评价中药质量的最有效手段[3]。它是一种
综合的、可量化的色谱鉴定手段,借以鉴别真伪,
评价原料药材、半成品和成品质量均一性和稳定
性,其基本属性是整体性和模糊性[4]。结合以上中
药色谱指纹图谱的特点,我们为此采用 RP-HPLC
法建立腰痛宁胶囊的指纹图谱,确定各共有峰的归
属,以便实现从多药物、多成分的系统化角度控制
腰痛宁胶囊的质量。
为了更好的控制腰痛宁胶囊的质量,本实验根
据均匀设计具有试验次数少,可安排的试验水平数
多等特点[5],应用于中药复方提取条件以及指纹图
谱优化的筛选。以 30 批腰痛宁胶囊指纹图谱为例,
对比了《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和
改良程度相似度[6,7]评价,指出改良程度相似度不

但能够评价不同批次之间的相似程度,同时还可反
映样品的相对差异。
1 仪器与药品
1.1 仪器
岛津-2010A 高效液相色谱仪、SPD-M 10Avp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PDA 检测器 class-vp 色谱工作
站;《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A 版》(国
家 药 典 委 员 会 发 行 ) 。 Agilent HC-C18 色 谱 柱
(4.6mm³250mm, 5μ m)。
1.2 试剂和药品
乙腈、甲醇(色谱纯,美国 Fisher scientific 公
司),磷酸、三乙胺、甲酸、浓盐酸(分析纯,北京化
工厂),超纯水(MilliQ 超纯水,过 0.2μ m 微孔滤膜)。
士的宁对照品、马钱子碱对照品、甘草酸铵
对照品、蜕皮甾酮对照品、盐酸麻黄碱对照品(上
述对照品均来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腰痛
宁胶囊 30 批(批号分别为:070116、070119、070120、
070121、070124、070125、070128、070415、070419、
070502、070503、070504、070505、070507、070510、
070513、070516、070517、070518、070519、070520、
070521、070522、070523、070524、070525、070526、
070527、070529、070530);马钱子、麻黄、川牛膝、
甘草药材(分别来自 2 个不同产地)以及这几味药
的阴性样品(上述成药、原料药材和阴性样品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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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 谱 条 件 采 用 Agilent HC-C18 色 谱 柱
(4.6mm³250mm,5μ m); A(乙腈)-B(0.2%磷酸溶
液和 0.2%的三乙胺溶液)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
脱 ,0~17min~30min~48min~60min, 同 时 A 相 为
8%~15%~35%~75%~95%, 柱 温 25 ℃ , 检 测 波 长
254nm。
2.2 均匀设计法在供试品溶液的制备中应用 采
用均匀设计法对影响回流提取效果的回流时间
(X1)、氯仿加入量(X2)、甲醇-水比例(X3)、溶液
酸浓度(X4)、甲醇-水加入量(X5)五个主要因素各
取五水平(循环 1 次),腰痛宁样品适量,混匀,取 2g
精密称定,按均匀设计表安排试验。见表 1。
2.3 指纹图谱的建立
图 1 所示为同样条件但在进行均匀设计实验
之前的指纹图谱,图 2 所示为经过均匀设计优化后
指纹图谱。经均匀设计优化后进行 30 批样品分析,
共标出 15 个共有峰。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以 5
号峰为参照峰)见表 2。实验结果表明,经均匀设计
实验后的样品提取方法,能够更加有效地把尽量多
的成分提取出来,并且得出的指纹图谱中各峰分离
度、基线平稳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共有峰面积总
和占图谱中总峰面积 90.87%。
最后确定腰痛宁胶囊样品提取方法为:精密称取
腰痛宁胶囊粉末 2g,加入 2.5%盐酸甲醇溶液 25mL,
回流提取 85min,过滤,滤渣中加入 25mL 氯仿继续
回流提取 85min,过滤,合并滤液,浓缩,用甲醇定容
至 25mL 量瓶中备用。
表 1 U10(105)均匀设计因素水平及试验安排
因素

水平
X1/min

X2/ml

X3/v/v

X4/%

X5/ml

1(30)

9(35)

1(1∶0)

1(0.5)

10(40)

2

4(75)

1(20)

2(4∶1)

6(0.5)

5(40)

3

10(90)

2(25)

3(2∶1)

10(2.5)

4(35)

4

6(30)

3(30)

4(1∶1)

2(1)

1(20)

5

9(75)

7(25)

5(1∶2)

5(2.5)

7(25)

6

8(60)

4(35)

6(1∶0)

7(1)

9(35)

7

3(60)

5(40)

7(4∶1)

9(2)

6(20)

8

5(90)

8(30)

8(2∶1)

3(1.5)

2(25)

9

7(45)

10(40)

9(1∶1)

8(1.5)

3(30)

10

2(45)

6(20)

10(1∶2)

4(2)

8(30)

1

按指纹图谱分离效果参数对以上均匀设计实验结果进行评判并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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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均匀设计优化前腰痛宁胶囊高效液相
色谱指纹图谱

图２

均匀设计优化后腰痛宁胶囊高效液相色
谱指纹图谱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稳定性试验:取同一批号(批号 20070507)的
供试品溶液,分别在 0,2,4,8,12,24,48h 考察各共有
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比值的一致性,各
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RSD 为 0.62%~2.88%,相对
峰面积比值的 RSD 为 0.12%~2.47%,结果显示,供
试品溶液在 48h 内稳定性良好。
2.4.2 精密度试验:取制得的供试品溶液(批号
20070507),连续进样 6 次,考察各共有峰的相对保
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比值的一致性,结果显示各共
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为 0.55%~2.42%,相对
峰面积比值的 RSD 为 0.99% ~2.37%,表明进样精
密度良好。
2.4.3 重复性试验:取同一批号(批号 20070507)的
供试品,按 2.3 项中样品提取方法制备溶液 6 份,进
行测定,考察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
积比值的一致性,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为 0.78%~2.67%, 相 对 峰 面 积 比 值 的 RSD 为
0.54%~2.85%没有明显变化(RSD<3%),结果显示
重现性良好。
2.5 相似度评价指标在指纹图谱中应用
2.5.1 30 批成品指纹图谱相似度计算 相似度
(Similarity)是评价中药指纹图谱的一个重要参数,
现在常用中药指纹图谱间的相似度来判断中药质
量是否稳定合格。本文评价计算主要采用药典委
员会推荐试用的《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系统 A 版》(结果在表 3 中以 A 表示),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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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刘永锁[6, 7]的改良程度相似度(结果在表 3 中
法都表明, 30 批样品相似度良好,批次之间质量稳
以 B 表示)。本文采用这两种方法分别计算了 30
定。
批腰痛宁胶囊的相似度,结果如表 3 所示。2 种方
表2
30 批腰痛宁胶囊共有指纹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共有峰

1

2

3

4

5（s）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70116

0.42

0.52

0.57

0.97

1.00

1.07

1.40

1.52

1.72

2.17

2.44

2.82

2.94

2.99

3.19

070119

0.42

0.51

0.57

0.97

1.00

1.07

1.39

1.51

1.70

2.15

2.42

2.80

2.92

2.97

3.16

070120

0.42

0.51

0.57

0.97

1.00

1.07

1.40

1.51

1.71

2.17

2.43

2.81

2.93

2.98

3.17

070121

0.42

0.52

0.57

0.98

1.00

1.07

1.41

1.53

1.74

2.21

2.48

2.86

2.98

3.03

3.23

070124

0.42

0.52

0.57

0.97

1.00

1.07

1.40

1.52

1.72

2.18

2.45

2.82

2.95

3.00

3.19

070125

0.42

0.52

0.57

0.97

1.00

1.07

1.40

1.52

1.72

2.19

2.45

2.83

2.95

3.00

3.20

070128

0.42

0.52

0.57

0.97

1.00

1.07

1.40

1.52

1.73

2.19

2.46

2.84

2.96

3.01

3.21

070415

0.42

0.52

0.57

0.97

1.00

1.07

1.40

1.52

1.72

2.18

2.44

2.82

2.94

2.99

3.19

070419

0.42

0.52

0.57

0.97

1.00

1.07

1.40

1.52

1.72

2.18

2.44

2.82

2.94

2.99

3.19

070502

0.42

0.52

0.57

0.97

1.00

1.07

1.40

1.51

1.71

2.17

2.44

2.81

2.93

2.98

3.18

070503

0.42

0.52

0.57

0.97

1.00

1.07

1.40

1.52

1.73

2.19

2.46

2.84

2.96

3.01

3.21

070504

0.42

0.52

0.57

0.97

1.00

1.07

1.40

1.52

1.72

2.18

2.44

2.82

2.94

2.99

3.19

070505

0.42

0.51

0.57

0.96

1.00

1.07

1.38

1.50

1.71

2.17

2.43

2.81

2.93

2.98

3.17

070507

0.41

0.51

0.57

0.96

1.00

1.07

1.38

1.50

1.70

2.15

2.41

2.79

2.91

2.96

3.15

070510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6

1.48

1.67

2.11

2.38

2.75

2.87

2.92

3.12

070513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6

1.47

1.66

2.10

2.37

2.74

2.86

2.91

3.11

070516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6

1.47

1.66

2.10

2.36

2.73

2.85

2.90

3.10

070517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6

1.47

1.66

2.10

2.36

2.73

2.85

2.90

3.10

070518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6

1.48

1.67

2.10

2.37

2.74

2.86

2.91

3.11

070519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6

1.47

1.66

2.09

2.35

2.73

2.85

2.89

3.10

070520

0.41

0.51

0.56

0.96

1.00

1.07

1.39

1.52

1.72

2.18

2.45

2.83

2.96

3.00

3.26

070521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7

1.48

1.66

2.10

2.36

2.73

2.86

2.90

3.15

070522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6

1.47

1.66

2.09

2.36

2.72

2.85

2.89

3.15

070523

0.41

0.50

0.56

0.94

1.00

1.05

1.36

1.47

1.66

2.08

2.35

2.72

2.84

2.88

3.14

070524

0.41

0.49

0.56

0.94

1.00

1.05

1.36

1.47

1.66

2.09

2.35

2.72

2.85

2.89

3.15

070525

0.41

0.49

0.56

0.94

1.00

1.05

1.36

1.47

1.65

2.07

2.34

2.70

2.83

2.87

3.13

070526

0.41

0.50

0.56

0.94

1.00

1.05

1.36

1.47

1.65

2.08

2.35

2.72

2.84

2.88

3.14

070527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6

1.47

1.66

2.09

2.36

2.73

2.85

2.89

3.15

070529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7

1.47

1.66

2.09

2.36

2.73

2.85

2.90

3.15

070530

0.41

0.50

0.56

0.94

1.00

1.06

1.36

1.47

1.66

2.09

2.35

2.72

2.85

2.89

3.14

RSD(% )

1.35

1.98

1.23

1.64

0.00

0.60

1.30

1.51

1.84

2.11

1.90

1.81

1.70

1.79

1.29

图３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系统》评价３０批腰痛宁胶囊指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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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程度相似度公式:

3.1 色谱条件的选择 检测波长选择 经二极管
阵列检测器 190~400nm 扫描,综合考虑腰痛宁胶
囊提取物中各个成分的吸收光谱,以及光谱吸收背
景的干扰,结果表明 254nm 下色谱峰的表观丰度
较高,并能充分反映样品组分全貌,故选择 254nm
为检测波长。
3.2 流动相选择 比较了甲醇、乙腈对样品的分
离,结果表明乙腈明显要比甲醇好,所以选择乙腈。
本品中马钱子药材中马钱子碱和士的宁峰较难分
离,参考王月辉等 [8] 方法,采用甲酸-乙腈系统将两
峰分开,为了改进峰型,实验结果表明在甲酸-乙腈
系统条件下加入三乙胺,主要峰分离度较好,基线
也更加平稳,所以流动相调整为三乙胺-甲酸-乙腈
系统,后提取条件的均匀设计思想应用于流动相中
甲酸和三乙胺的比例选择,最后确定了流动相的比
例为 0.2%三乙胺-0.2%甲酸-乙腈条件。

ai,bi 为色谱图 A 和 B 中相同色谱峰的峰面积,n 为
色谱峰的数目。
2.5.2 成品和阴性药材用于 2 种相似度评价方法
的验证
另外,为了比较这两种相似度的评价方法,分
别采用这两种方法比较了 30 批成品中任取一批
(批号:070116)和腰痛宁胶囊的麻黄、马钱子、牛
膝等 5 味药材阴性产品(分别以 a、b、c、d、e 表
示),结果如表 4 所示,使用 A 方法计算的结果都大
于 0.5,表明相似关系还是比较大。而 B 方法的结
果在 0.1~0.5 之间,比较正确的反应了成品和阴性
样品之间的差异性。
3 讨论
表3
30 批指纹图谱相似度数据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A

0.993

0.993

0.992

0.993

0.992

0.99

0.993

0.991

0.99

0.991

B

0.9211

0.9228

0.9269

0.9316

0.9228

0.9221

0.8228

0.7631

0.7752

0.742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A

0.993

0.992

0.993

0.993

0.994

0.994

0.993

0.993

0.994

0.993

B

0.7609

0.7975

0.7896

0.7983

0.7812

0.7838

0.7894

0.7952

0.7941

0.7585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S28

S29

S30

A

0.994

0.993

0.992

0.994

0.997

0.997

0.998

0.999

0.999

0.991

B

0.7707

0.8087

0.7797

0.7895

0.7378

0.7449

0.7985

0.7271

0.7402

0.7762

表4

成品和阴性药材相似度数据

070116

a

b

c

d

e

A

0.8524

0.7725

0.7584

0.8125

0.5484

0.6547

B

0.4231

0.2547

0.2145

0.3514

0.1424

0.1825

3.3 样品处理条件选择 比较了不同提取溶剂
(30%乙醇、60%乙醇、90%乙醇、甲醇,表明甲醇
可以将大多数成分提取出来,但非极性成分提取较
少,考虑甲醇和氯仿配合提取。提取方式比较了超
声提取和索氏提取,实验结果表明索氏提取的更充
分。在该处方中的麻黄中的盐酸麻黄碱比较难以
提取出来,参考 2005 版中国药典[9]在提取过程中
加适量的浓盐酸,可以将盐酸麻黄碱提取出来,最
后通过均匀设计确定了各提取溶剂的量以及提取

时间。
3.4 在均匀设计实验中,通过按照峰面积及不同
的色谱峰在整个图谱中的地位不同赋予不同的权
重,以及各峰之间的分离度、基线是否平稳等综合
因素的评分方法,并对 10 个实验水平进行评分,得
出一组提取方案的最优解,对该最优解进行实验验
证。实验结果证明,经均匀设计实验后的样品提取
方法,能够更加有效地把尽量多的成分提取出来,
并且得出的指纹图谱中各峰分离度、基线平稳方
面都有较大的提高。本方法(均匀设计实验在指纹
图谱中的应用及评价)在以前的文献中未见报道,
可以为复方制剂提取及指纹图谱的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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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腰痛宁指纹图谱多指标成分定量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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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腰痛宁;指纹图谱;定量方法
摘要:目的:探讨以腰痛宁胶囊(马钱子,土鳖虫,全蝎,乳香,没药等)的指纹图谱指纹峰为基准峰计算多指标成分的定量
方法。方法:建立腰痛宁的指纹图谱,达到基线分离的峰确定为指纹峰,以士的宁峰为基准峰,计算基准峰中士的宁的含
量,其它指纹峰以士的宁为参照,计算每个指纹峰以士的宁计的含量。结果:确定了腰痛宁 12 个指纹峰,计算出指纹峰
以士的宁计的含量。结论:建立了腰痛宁多指标成分的定量方法,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使指纹图谱在药品质量控制中更
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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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omponent quantitative method of Yaotongning Capsule based on the fingerprint
MENG Xian-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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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Yaotongning; fingerprint quantitative method
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in the form of fingerprint peaks of Yaotonning (Semen
Sttychni, Eupolyphage seu steleophaga, Scorpio, Olibanum, Myrrha, etc) as benchmark peak.METHODS: The fingerprints
of Yaotongning Capsule were obtained, the peaks which can separate from the baseline were defined as fingerprint peaks,
and the peak of strychnine was appointed as the benchmark peak. All the fingerprint peaks were quantified grounded on the
peak of strychnine.RESULTS:Twelve fingerprint peaks were defined, and quantified rested on the peak of
strychnine.CONCLUSION: A multicom ponent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Yaotongning Capsule is establish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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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method is feasible.

腰痛宁胶囊为常用中成药,是国家中药保护品
理论板数按士的宁峰计算应不低于 7000。见表 1。
种。主要成分有马钱子、土鳖虫、全蝎、僵蚕、
表1
[1]
乳香、没药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 。具有消肿止
时间/min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0~17
8→15
92→85
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腰椎
17~30
15→35
85→65
间盘突出症、腰椎增生症、坐骨神经痛、腰肌劳
30~48
35→75
65→25
损、腰肌纤维炎、慢性风湿性关节炎。处方中多
48~60
75→95
25→5
味药具有毒性,对其进行全面质量控制,是保证用
60~70
95
5
药安全、有效的必要手段。但处方中大多数化学
2.2 溶液的配制
成分无法进行准确定量,探讨一种针对复杂系统,
2.2.1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取士的宁对照品适量,
多组分化学物质的定量方法,提高中药质量控制水
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 1 mL 含 0.24 mg 溶液,即
平[2]。
得。
1 仪器与试药
2.2.2 供试品溶液的配制:取腰痛宁胶囊内容物
高效液相色谱仪-2010A,日本岛津、SPD-M
适量,研匀,取约 1g,精密称定。置圆底烧瓶中,精密
10A vp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电热恒温水浴锅,北京
加入 1.0%甲酸甲醇溶液 25mL,称重,加热回流
市光明医疗仪器厂;乙腈、甲醇(色谱纯,美国 Fisher
90min,取出,放凉,用 1.0%甲酸甲醇溶液补足减失
scientific 公司),磷酸、三乙胺、甲酸、浓盐酸(分
的重量,摇匀,即得。
析纯,北京化工厂),超纯水(MilliQ 超纯水,过 0.2μ
2.3 线 性 关 系 的 考 察 精 密 吸 取 浓 度 为
m 微孔滤膜)。
0.2391mg/mL 的士的宁对照品溶液 2、6、10、14、
对照品:士的宁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18μ 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2.1 项”色谱条件分析,
定所购置,批号:110705-200306;为含量测定用对照
测定各自峰面积,以对照品量(μ g)为横坐标,峰面
品)。
积 值 为 纵 坐 标 , 求 得 回 归 方
腰痛宁胶囊,批号为 070116 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
程:Y=2254053.27X-34257.33,r=0.9999。结果表明
有限公司提供。
士的宁在 0.5862 ~5.2758μ g 范围内线性良好。
2 试验方法
2.4 精密度试验 取腰痛宁胶囊供试品溶液 10
2.1 色谱条件 采用 Alltech Apollo C18 色谱柱
μ L,重复进样 6 次,按 2.1 项色谱条件分析,测定峰
(4.6mm³250mm,5μ m);以乙腈为流动相 A,以重
面积,结果 RSD 为 1.81%,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蒸馏水溶液为流动相 B,按下表进行梯度洗脱;检
结果见表 2。
测波长为 254nm[3];柱温为 30℃;流速为 1.0mL/min,
表 2 精密度试验
编号

1

2

3

4

5

6

峰面积

6495147

6487521

6498547

6518546

6485452

6495847

2.5 重现性试验 取腰痛宁胶囊样品,共 6 份,研细,取 1g,按照 2. 2. 2 项供试品溶液制备操作,按 2. 1 项色
谱条件分析,测定每份样品中士的宁含量。结果样品中士的宁平均含量为 4. 25 mg/g,RSD 为 1. 62%,说明
方法重复性良好。结果见表 3。
2.6 稳定性试验 取腰痛宁胶囊供试品溶液 10μ L,分别于 0、2、4、8、12、24、48h 进样,测定样品中
士的宁峰面积,测得峰面积值的 RSD 为 0.70%,表明样品在 48h 稳定。结果见表 4。
2.7 回收率试验 取腰痛宁胶囊样品,研细,取 0. 5 g,共 6 份,精密称定,分别加入士的宁对照品 0. 21
mg/mL 各 5 mL,按照 2. 2. 2 项供试品溶液制备操作,制得供回收率用供试品溶液,按 2. 1 项色谱条件分析,
计算回收率,结果平均回收率为 101. 41%,RSD 为 1. 09%,表明样品回收率良好。结果见表 5。
表 3 重现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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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

2

3

4

5

6

平均值

RSD%

含量/(mg/g)

4.31

4.24

4.27

4.13

4.31

4.22

4.25

1.62

表 4 稳定性试验
时间/h

0

2

4

8

12

24

48

平均值

RSD%

峰面积

6 415 487

6496548

6 366 584

6 426 527

6 436 984

6 468 455

6 384 557

6 427 877

0. 70

表 5 回收率试验
称样量/g

样品中士的宁/mg

对照品加入量/mg

测得量/mg

回收率/%

0. 501 6

1. 096 3

1. 049 9

2. 163 9

101. 69

0. 501 8

1. 097 8

1. 049 9

2. 168 8

102. 01

0. 501 4

1. 096 8

1. 049 9

2. 149 6

100. 28

0. 497 4

1. 088 0

1. 049 9

2. 136 7

99. 89

0. 502 9

1. 100 1

1. 049 9

2. 179 6

102. 82

0. 497 3

1. 089 8

1. 049 9

2. 158 2

101. 76

2.8 专属性试验
阴性对照品溶液的制备:按处方取除马钱子
的各味药材,按【制法】制得样品,再按 2. 2. 2 项供
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得阴性对照品溶液。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阴
性供试品溶液各 10μ L,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
结果见图 1。

平均值/%

RSD/%

101. 4

1. 09

指纹峰定量
根据制定的指纹图谱,对达到基线分离的指纹
峰含量以基准峰士的宁为依据,计算每个指纹峰的
相对含量(批号 070116),结果见表 6。
3

表 6 指纹峰以士的宁计相对含量
指纹峰号

指纹峰相

指纹峰以士的

对含量/(mg/g)

宁计总含量/(mg/g)

指纹峰面积

1

1813059

3. 16

2

1975570

3. 45

3

5227760

9. 12

4（士的宁)

2437090

4. 25

5

809510

1. 41

6

775926

1. 35

7

262553

0. 46

8

485927

0. 85

9

358611

0. 63

10

581940

1. 01

11

1633088

2. 85

12

2473827

4. 31

32.85

注:计算方法:以基准峰计指纹峰含量=(指纹峰峰面积/基准峰峰面积)
³基准峰含量

样品含量测定
取 3 个批号的样品,按照 2. 2. 2 项供试品溶液
制备操作,按色谱条件测定样品中士的宁含量。结
图一 腰痛宁胶囊 HPLC 色谱图（指纹图谱）
果见表 7。
表 7 3 批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4

指纹峰号以士的宁计含量/(mg/g)
批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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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16

3. 13

3. 68

8. 90

4. 23

1. 48

1. 33

0. 48

0. 82

0. 61

0. 98

2. 87

4. 36

32. 87

070119

3. 11

3. 59

8. 78

4. 15

1. 35

1. 39

0. 41

0. 79

0. 58

0. 93

2. 75

4. 21

32. 04

070120

3. 06

3. 47

9. 16

4. 30

1. 52

1. 28

0. 50

0. 87

0. 69

1. 04

2. 90

4. 40

33. 19

注: 4*为士的宁的含量。

5 讨论
5.1 根据中药材、中成药含有化学物质数量繁多
的特点,目前市场上能形成商品的对照品数量较少,
部分对照品价格昂贵,一味药多成分定量是质量分
析的难点,而且分离纯化对照品需要只是药材中某
一成分,多数情况药材不能重复使用,不仅是对药
材的浪费,而且是对部分紧缺资源的破坏,本试验
针对中药、中成药目前多采用单一成分定量特点,
探索采用单一对照品对多指标成分定量方法,提高
中药、中成药质量控制水平,使广大患者安全、合
理用药。
5.2 指纹图谱作为中药复杂体系的质量控制方法,
在中药材、中成药质量分析和控制中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目前只是定性和半定量的研究上,如何
利用指纹图谱对达到基线分离的指纹峰进行定量
分析,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方向。但指纹图谱中指纹
峰除基准峰外,其它指纹峰或多数指纹峰成分均不
明确,对指纹峰均采用相应对照品准确定量是较困
难的。以基准峰计对每个达到基线分离的指纹峰
进行相对定量是可行的。
5.3 对指纹图谱的基准峰的色谱条件进行优化,
本试验根据士的宁最大紫外吸收波长,结合指纹图
谱其它峰响应值,确定 254nm 为多指标成分定量
波长。对士的宁基准峰进行方法学考察,使基准峰
定量准确,其它达到基线分离的指纹峰与之相比较,

使以基准峰计所得含量结果准确可信,使指纹图谱
在中药材、中成药的质量控制中更具使用性。
5.4 参照《中国药典》中药材、中成药中一类成
分以指标成分计总量控制方法[6],通过对指纹峰
的相对含量控制,进一步对指纹峰以基准峰计的总
量进行控制,实验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使指纹图谱
质量控制方法更加完善。
5.5 经过对腰痛宁胶囊多批次比较,方法的重现
性良好,对指纹图谱全面控制药品质量是一种有益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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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测定腰痛宁胶囊中β -桉叶醇含量的方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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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由马钱子粉(调制),土鳖虫,川牛膝,
甘草,麻黄,乳香,没药,全蝎,僵蚕,苍术等十味中药
组成,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之功效。临
床上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增生症、坐骨神

文章编号: 1001-1528(2010)01-0162-03
经痛、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慢性风湿性关节
炎,疗效确切。该制剂未被中国药典收载,药典中仅
仅制定该制剂中马钱子,麻黄,甘草等单味药材的
标准[1]。从制剂处方中可知,苍术为其中的佐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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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麻黄(臣)温经通络的作用,其苍术中主要有效成
分为挥发油类,油的主要成分为苍术醇、β -桉叶醇
等[2, 3]。药效学研究发现β -桉叶醇为苍术健脾的
主要有效成分[4]。有文献报道测定该制剂组分苍
术中β -桉叶醇的含量,但目前尚无制剂中β -桉叶
醇含量测定的报道。为保证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
及质量可控性,采用气相色谱法,对腰痛宁胶囊中
β -桉叶醇进行含量测定。结果表明,本法简便,快
速,灵敏,准确,重复性好,能作为腰痛宁胶囊质量控
制的方法。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安捷伦 HP6890 series 气相色谱仪,氢火离子
焰检测器,电子分析天平。
1.2 试药
β -桉叶醇对照品(供含量测定用),由 Sigma 公
司提供,货号: 473-15-4,经气相色谱归一化法测定
纯度大于 99%;腰痛宁胶囊由河北承德颈复康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产品批号为 20070518,
20071025, 20071028, 20071030。苍术对照药材(河
北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产地:
承德),正己烷为色谱纯,其它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VF-5MS 毛细管石英柱(30m³0.25mm³0.25
μ m),ID 检测器,氮(99.999% )载气,进样口温度:
250℃;检测器温度:300℃;升温程序:(60℃ 2min,10℃
/min 160℃ 2min,2℃/min 170℃ 2min, 10℃/min
300℃ 10min)采用分流比进样,分流比为 10∶1,气
体流速为 1mL/min,进样体积 1μ L,理论板数按β 桉叶醇峰计算应不低于 3000,分离度不小于 3。
2.2 溶液配制
2.2.1 β -桉叶醇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1.05mg,加正己烷溶解,稀释至 10mL 为贮备液,再
吸取适量用正己烷稀释成 0.021mg/mL 的溶液,作
为对照品溶液。
2.2.2 阴性对照液的制备 取不含苍术药材,其它
味药材按照腰痛宁胶囊原工艺制得阴性对照样品,
按照 2.2.3 项供试品溶液制备的相同方法,制得阴
性对照液。
2.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腰痛宁胶囊中内容
物,研细,精密称取 2.0g,置具塞三角瓶中,加 95%乙
醇 25mL,密塞,常温超声处理 5min,放冷,补足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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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取滤液 15mL,蒸干(恒温 50℃),残渣用正己烷
定容至 5mL 量瓶中,用 0.45μ m 的微孔滤膜滤过,
即得。
2.2.4 苍术药材溶液的制备 取苍术药材粉末
0.5g,精密称取后按照腰痛宁胶囊原工艺制得药材
对照样品,按照 2.2.3 项供试品溶液制备的相同方
法,制得药材对照液。
2.3 干扰试验
阴性对照溶液、腰痛宁胶囊供试溶液及苍术
药材溶液,在上述色谱条件下测得的色谱图。结果
在与β -桉叶醇相同保留时间处,供试溶液和苍术
药材溶液出现对照色谱峰,阴性对照溶液也有该色
谱峰出现,从图 1~4 显示,表明腰痛宁胶囊方剂中
除苍术外其他药材中可能含有β -桉叶醇,测得该
阴性含量为 0.405μ g,约占测定腰痛宁胶囊中β 桉叶醇含量的千分之四,干扰比例很小,在信噪比
附近,故对腰痛宁胶囊中β -桉叶醇含量测定结果
无影响。β -桉叶醇标品溶液、阴性对照溶液、供
试溶液、苍术药材溶液及空白溶液相应的色谱图
见图 1~4。

图 1 β -桉叶醇标品溶液气相色谱图

图 2 阴性对照溶液气相色谱图

图 3 腰痛宁胶囊供试溶液气相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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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称取,按 2.2.3 项供试品溶液制备的方法制得供
试液,按 2.1 项色谱条件,分别在 0、2、4、8、12、
24h 进样,以β -桉叶醇峰面积计算,得 RSD 为
2.21%(n=6),说明供试品溶液在 24h 内稳定。
2.7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20070518),研细,取约 2g(共 6
份),精密称取,分别按 2.2.3 项供试品溶液制备的方
法制得供试液,按 2.1 项色谱条件,各进样 2 次,测定
每份样品中β -桉叶醇含量。结果样品中β -桉叶醇
平均含量为 0.0951mg/g,RSD 为 3.52%(n=12),说明
重现性好。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同一批号样品(20070518),研细,取 1g,共 6
份,精密称定,分别加入β -桉叶醇对照品各浓度为
0.0040mg/mL,精密吸取 25mL,用与 2.2.3 项供试品
溶液制备的方法制得供试液,精密吸取 1μ L 供试
液,按上述色谱条件,各进 2 针,计算加样回收率,结
果见表 1。

图 4 苍术药材溶液气相色谱图
2.4 线性关系
精密吸取对照品贮备液 3.3、2.5、1.7、1.0、
0.5、0.2mL,分别置于 5mL 量瓶中,用正己烷稀释
至刻度,摇匀。分别精密吸取上述对照液 1μ L,各
进样 2 次,由对照品进样量与峰面积之比值进行回
归,得工作曲线:Y=2196.7X,β -桉叶醇在 4.2~70μ
g/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2=0.9981。
2.5 精密度试验
对同一批样品连续进样 6 次,以β -桉叶醇峰
面积计算,得 RSD=1.42% (n=6),说明精密度好。
2.6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号样品(20070518),研细,取约 2g,精
表 1 回收率测定结果(n=12)
称样量/g
1.0005
0.9991
0.9989
1.0053
0.9991
0.9979

样品中含量/mg
0.09513
0.09499
0.09497
0.09558
0.09499
0.09488

对照品加入量/mg
0.1000
0.1000
0.1000
0.1000
0.1000
0.1000

2.9 样品的测定
精密吸取不同批号的供试品溶液 1μ L,各进
样 3 次,按照外标法计算,即得腰痛宁胶囊中β -桉
叶醇含量,结果见表 2。
2.10 苍术药材含量的测定
精密吸取苍术药材供试品溶液 1μ L,进样并
按照外标法计算,即得苍术中β -桉叶醇含量,结果
见表 3。
3 讨论
参照文献测定苍术中β -桉叶醇含量方法来
测定腰痛宁胶囊中β -桉叶醇的含量,结果发现苍
术药材中β -桉叶醇含量较低,且分离度不好,制剂
中阴性干扰严重,成品中无法检测β -桉叶醇,故重
新设计方法。供试品溶液制备过程中,比较不同的
提取方法(超声提取方法、冷浸法、温浸法、温浸
加超声波提取法),不同的溶媒((95%乙醇、甲醇、

测得量/mg
0.1960
0.1918
0.1932
0.1987
0.1931
0.1918

回收率/%
100.88
96.76
98.26
103.11
98.15
96.87

平均值/%

RSD/%

99.01

2.53

氯仿、正己烷)考察,不同超声时间(5、8、15、30min)
比较,结果发现,95%乙醇,超声 5min 得到的提取率
最高,且同时苍术中β -桉叶醇提取率较高,由于β 桉叶醇气化温度较低,在供试品溶液回收溶媒时,
应采用减压回收且水温应控制在 50 ~60℃。
4 总结
苍术在本制剂中具有协同臣药麻黄温经通络
的作用,其有效成分β -桉叶醇为苍术健脾的有效
成分,须建立一种有效检测β -桉叶醇含量的方法。
对腰痛宁胶囊制剂中有效成分β -桉叶醇的含量
进行了研究与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测定本制剂中
β -桉叶醇的含量能够有效的控制本品质量,且此
方法同时能够测定苍术中β -桉叶醇含量,与相关
文献报道苍术中β -桉叶醇含量相差不大。经方法
学考察及 4 批样品的测定,证明本法精密度,重复性,
回收率均符合要求,整个过程可操作性强,能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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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成品质量及临床用药安全,亦可作为腰痛宁胶囊
质量控制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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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苍术药材含量测定结果

颖,等.气相色谱法测定苍术中有

β -桉叶醇含量/(mg/g)

药材

效 成 分 β - 桉 叶 醇 含 量 的 方 法 学 研 究 [J]. 中 国 中 药 杂
志,2000,25(11): 680.

平均含量/(mg/g)

RSD/%

1.0150

1.28

1.0135
苍术药材

1.0286
1.0028

表 2 4 批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批号

β -桉叶醇含量/(mg/g)

（本文原载于《中成药》2010 年 1 月第 32 卷第 1 期第

平均含量/(mg/g)

RSD /%

0.1259

2.56

0.1269
20071025

0.1223

162-164。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的含量
逯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莉
陕西咸阳

712046）

摘要：目的：建立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方法：色谱柱μBondapak C18（5μm，4mm×
300mm）
，流动相为甲醇—水—乙酸—三乙胺（70∶230∶2.4∶0.3）
，流速 1.0mL／min，柱温 40℃，检测波长 254nm。
结果：士的宁在 0.3672μg～0.0612μg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士的宁的加样回收率为 100.21％，RSD 为 0.78％（n＝
6）
。结论：该分析法为一种灵敏、准确和简便的分析法。

关键词：腰痛宁胶囊；士的宁；RP－HPLC
中图分类号：R9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10）03－0033－03

Determination of Strychnine in Yaotongning Capsule by RP-HPLC
Lu Li
（Shanxi International Trade College，Xianyang 712046，China）

Abstract：Biective:To develop a RP-HPLC method for assaving strychn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 Yao-tong-ning
Capsule （YTNC）.Methods:With μ Bondapak C18（5μm）column（4mm×300mm）
；MeOH-H2O-Hac-（C2H5）3N（70∶
230∶2.4∶0.3）as mobile phase；with detection wavelength at 254nm and the flow rate of 1.0ml per minute.Results:Linear
range of strychnine was 0.3672μg～0.0612μg，The recovery rate of strychnine was 100.21%（RSD=0.78%）.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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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ethod provides a simple and feasible way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Yao-tong-ning Capsule（YTNC）.

Key Words:Yaotongning Capsule（YTNC）；Strychnine；RP-HPLC
腰痛宁胶囊为常用中成药，是国家中药保护
品种。由马钱子、乳香、没药、甘草等中药制成，
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通经活络的作用，在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增生、坐骨神经痛、腰
肌纤维炎、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时具有独特
的疗效[1]。因处方马钱子中的士的宁是剧毒成分，
但同时又是具有生理活性的生物碱，所以本品中
士的宁含量测定是控制其质量的重要环节，必须
严格控制其含量。本实验采用 RP－HPLC 法测定
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的含量，方法简便、灵敏准
确、可行性高，报道如下。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
美国 Waters 液相色谱仪，μ Bondapak C18（10
μ m，4mm³300mm）色谱柱，Model 510 泵，
Model 440 紫外检测器，Data Module 积分仪。
1.2 材料
腰痛宁胶囊（批号：060723、060524、060610、
061012、060710、060915、060810，承德颈复康
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士的宁对照品（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批号 0705－9304）；正已
烷、甲醇为色谱纯；二氯甲烷、浓氨水、乙酸、
三乙氨等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2 实验条件的选择
2.1 流动相
经采用不同比例的甲醇—水—乙酸—三乙胺
及其它流动相，以甲醇—水—乙酸—三乙胺（70∶
230∶2.4∶0.3）条件分离效果好，干扰少，操作
时间在 18min 以内。
2.2 提取条件
笔者对样品的提取进行了甲醇回流、碱性氯
仿浸泡及超声波提取的比较，结果表明以碱性氯
仿浸泡 24h 最为简便、提取完全，且几乎无杂质
干扰测定。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 20 粒，精密称定，取内容物约 0.3g，
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加浓氨水 2mL 使润
湿，精密加入氯仿 25mL，密塞，称定重量，室温
放置 24h，称定重量，用氯仿补足减失的重量，充
分振摇，滤过。精密量取滤液 10mL，置分液漏斗

中，用硫酸溶液提取 5 次，每次 20mL，合并硫酸
液，加浓氨水使成碱性（pH＝10）
，用氯仿提取 5
次，每次 20mL，合并氯仿提取液，水浴蒸干。残
渣用醋酸乙酯溶解至 10mL 量瓶中，稀释至刻度，
摇匀，用 0.5μ m 微孔滤膜滤过，作为供试品溶液。
2.4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确称取士的宁对照品 5.00mg，置于 100mL
量瓶中，甲醇定容，得 50μ g／mL 对照品贮备液。
3 方法学考察
3.1 色谱峰纯度检测
将士的宁对照品溶液和样品溶液注入高效液
相色谱仪，应用二级管阵列检测器和色谱工作站，
测得样品色谱中士的宁的色谱峰纯度系数大于
995。
3.2 色谱峰光谱一致性检测
应用二级管阵列检测器和色谱工作站，对样
品中士的宁色谱峰和对照品中士的宁色谱峰进行
光谱扫描，结果两者光谱吸收图谱基本一致，如
图 1 所示。

图 1 士的宁色谱峰的光谱吸收波形
3.3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士的宁对照品贮备液 30、25、
20、15、10μ 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2B）
，
以峰高（cm）为纵坐标，对照品体积数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其回归方程为：Y＝0.4095，X＝
0.1687（r2＝0.9996），结果表明，士的宁在 0.3672～
0.0612μ g 范围内线性良好。
3.4 空白溶液制备
按处方量制备缺马钱子药材的阴性对照液，
照样品测定方法操作，结果空白溶液在与士的宁
对照品相同保留时间处未显示明显色谱峰，认为
无干扰，如图 2 所示。
3.5 精密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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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重复进样 6 次，
结果表明，RSD 小于 2％。如表 1 所示。
表 1 精密度试验结果
次数

1

2

3

4

5

6

RSD（%）

1000

992

998

998

990

1006

0.58

峰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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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正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马钱子中士的
宁的含量已有多篇报道[2~4]，甲川顺子曾用乙腈—
水（25∶75）含 5mol／L 戊烷磺酸钠，体积分数
为 10％磷酸（pH＝3.0）为流动相，同时测定马钱
子及其制剂中马钱子碱和士的宁的含量[5]，但我们
未能重复出该实验。我们经过多次试验，用甲醇
—水—乙酸—三乙胺（70∶230∶2.4∶0.3）为流
动相，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碱能达到基线分离，
且无杂质干扰，峰形好。若流动相中甲醇比例增
加，士的宁前后诸峰的分离度增大，保留时间变
大。
表 3 重现性试验结果
士的宁含量（mg/
称样量（g）

平均含量（mg/粒） RSD（%）

粒）

图 2 腰痛宁胶囊 HPLC 色谱
注：A 阴性对照液；B 士的宁对照品；C 样品。

3.6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同一批号样品，精密加
入士的宁对照品，按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制备、
测定，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样品中

对照品

测得总

样

回收率
回 收

含量

加入量

量

品

平均值
率(/%)

(/mg)

(/mg)

(/mg)

2.8366

0.5100

3.4625

99.65

2.6382

0.5100

3.0483

100.57

2.5642

0.5100

3.0846

101.78

RSD(/%)

1.4331

0.2908

1.2402

0.3001

1.2698

0.3107

1.3522

0.2917

1.1697

1.2930

1.72

表 4 稳定性试验结果
时间（h）

0

0.5

1

2

3

5

RSD（%）

峰面积

918

929

923

934

931

922

0.18

(/%)

表 5 腰痛宁胶囊中士的宁含量测定结果（n＝7）

士
的
宁

0.3123

100.21
2.2095

0.5100

2.6197

99.20

2.1683

0.5100

2.6905

99.97

2.3054

0.5100

2.8045

99.84

0.78

3.7 重现性试验
按样品测定方法测定，对同一批样品（批号
060915）重复测定 5 次，结果如表 3 所示。
3.8 样品溶液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分别于配制后 0、0.5、1、2、
3、5、8h，依样品测定法测定，结果表明，供试
品溶液基本稳定。结果如表 4 所示。
4 样品测定
分别吸取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各 20μ L，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图 2C）
，测定 7 批中成药
样品中士的宁的含量。结果如表 5 所示。
5 讨论

批号

士的宁含量（mg/粒）

士的宁含量（%）

060524
060610
061012
060710
060723
060915
060810

1.3940
1.4021
1.2663
1.2445
1.1638
1.3324
1.3261

4.65
4.67
3.99
3.89
3.80
4.25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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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鼠口服腰痛宁胶囊的急性毒性研究
李兰芳 李国风

解丽君

(河北省医学科学院,石家庄

050021)

摘要:目的 观察大鼠和小鼠口服腰痛宁胶囊(含有马钱子、土鳖虫和全蝎等中药)的急性毒性作用。方法 以 SD
和 Wistar 种大鼠,昆明种和 BALB/c 小鼠为受试对象,采用 Bliss 法测定口服腰痛宁胶囊的 LD50。结果

雄性 SD 大鼠

口服腰痛宁胶囊的 LD50 为 6158.95 mg/kg,而雌性大鼠的 LD50 为 803.85 mg/kg;雄性 Wistar 大鼠口服腰痛宁胶囊的
LD50 为 5807.57 mg/kg,而雌性大鼠的 LD50 为 861.94 mg/kg;昆明种小鼠口服腰痛宁胶囊的 LD50 为 640.44 mg/kg;
BALB/c 小鼠的 LD50 为 448.34 mg/kg。结论

不同性别的大鼠对腰痛宁胶囊的急性毒性反应有非常显著性差异,SD

大鼠雄性 LD50 比雌性高 7.66 倍,Wistar 大鼠雄性 LD50 比雌性高 6.74 倍。小鼠 LD50 几乎没有性别差异。

关键词:腰痛宁胶囊;急性毒性;大鼠;小鼠
中图分类号:R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79(2004)04-0012-04

腰痛宁胶囊为常用中成药,是国家中药保护品
种,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通经活络的作用。
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增生、坐骨神经痛、
腰肌纤维炎、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时具有独
特的疗效[1]。因处方中含有马钱子、土鳖虫、全
蝎等毒性中药,但有关该药的毒性研究报道很少。
为给临床用药提供安全的实验依据,本文对大鼠、
小鼠口服腰痛宁胶囊的半数致死量(LD50)进行了
测定。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动 物 :SD 大 鼠 ,120~150 g, 昆 明 种 小

鼠 ,18~22g, 由 河 北 省 动 物 中 心 提 供 ;Wistar 大
鼠 ,120~150 g, 由 山 西 医 科 大 学 动 物 中 心 提
供;BALB/C 种小鼠,18~22g,由河北省医学科学院
动物中心提供。
1.1.2 药物:腰痛宁胶囊,由承德中药集团提供,批
号:20000920。实验前用蒸馏水配成不同浓度的混
悬液灌胃使用。
1.2 实验方法
1.2.1 小鼠 LD50 测定:采用昆明和 BALB/c 两个种
系的小鼠,在预实验基础上,分别将昆明种小鼠分
成 878.90、703.10、562.50、450.00 及 360.00 mg/kg
五个组,将 BALB/c 种小鼠分成 703.10、562.50、

²34²

腰痛宁胶囊研究论文汇编

450.00、360.00 和 288.00 mg/kg 五组,每组 20 只,
雌雄各半,体重 18~22g,禁食不禁水 12 h,按文献方
法[2]进行实验,给药体积为 0.2 mL/10g,组间剂量比
为 1∶0.80,用 DAS 软件,按 Bliss 法计算 LD50。
1.2.2 大鼠 LD50 的测定:选用 SD 和 Wistar 两个品
系的大鼠,经过预实验发现雌、雄大鼠口服腰痛宁
胶囊的急性毒性反应差异很大,因此,将雌、雄大鼠
分别分组实验。将雌性 SD 大鼠分成 1150.00、
977.50、830.90、706.20、600.30、510.03 及 433.70
mg/kg 七个组,组间剂量比为 1∶0.72;将雄性 SD 大
鼠分成 8290.00、
6800.00、
5580.00 和 4570.00 mg/kg
四组,组间剂量比为 1∶0.82;将雌性 Wistar 大鼠分
成 1341.00、968.90、700.00 和 505.80 mg/kg 四个
组,组间剂量比为 1∶0.72;雄性 Wistar 大鼠分成
7750.00、6590.00、5600.00、4760.00 和 4040.00
mg/kg 五组,组间剂量比为 1:0.85,每组 10 只,体重
120~150 g;禁食不禁水 12 h,根据预先设计的剂量,
按体重灌胃给药一次,给药体积为 20 mL/kg,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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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观察即刻及每日动物存活情况及一般表现,连续
两周。记录动物死亡数,死亡动物立即尸检,如发现
有肉眼可见的病理改变时,做病理检查。用 DAS
软件,按 Bliss 法计算 LD50。
2 实验结果
2.1 小鼠的 LD50
2.1.1 昆明种小鼠的 LD50:昆明种小鼠口服腰痛
宁胶囊后 3~10 min 内开始表现对外界刺激反映敏
感,尤其对声音敏感,随即小鼠全身抽搐,四肢强直、
惊厥、死亡,大部分动物在 30 min 内死亡。立即尸
检,未发现肉眼可见明显病理改变,死亡情况见表 1。
经计算昆明种小鼠口服腰痛宁胶囊 LD50 为 640.44
mg/kg,95%置信限为 575.34~712.91 mg/kg,其中雌
性小鼠的 LD50 为 642.73 mg/kg,95%置信限为
546.24~756.26 mg/kg, 雄 性 小 鼠 的 LD50 为
638.93mg/kg,95%置信限为 554.58~736.10 mg/kg,
雌、雄小鼠 LD50 之间几无差异。

表 1 昆明种小鼠经口急性毒性实验
性别

剂量(mg/kg)

对数剂量

动物数(只)

(X)

♀

♂

死亡动物数

死亡率(%)

(只)

几率单位

LD50 值及 95%

(Y)

置信限(mg/kg)

878.90

2.9439

10

8

80

5.84

703.10

2.8470

10

6

60

5.25

642.73

562.50

2.7501

10

2

20

4.22

546.24~756.26

450.00

2.6532

10

4

40

4.91

360.00

2.5563

10

0

0

3.02

878.90

2.9439

10

8

80

5.84

703.10

2.8470

10

6

60

5.25

562.50

2.7501

10

4

40

4.75

450.00

2.6532

10

2

20

4.18

360.00

2.5563

10

0

0

2.83

2.1.2 BALB/c 小鼠 LD50:BALB/c 小鼠口服腰痛
宁胶囊后 2~8min 内开始出现对外界刺激反应敏
感,尤其对声音敏感,即刻全身抽搐、四肢强直、惊
厥、随即死亡,大部分动物死亡发生在 20min 内。
死亡小鼠立即尸检,未发现肉眼可见明显病理改变。
死亡情况见表 2。经计算 BALB/c 小鼠口服腰痛宁

638.93
554.58~736.10

胶 囊 LD50 为 448.37 mg/kg,95% 置 信 限 为
419.10~479.69mg/kg, 其 中 雌 性 小 鼠 的 LD50 为
418.86 mg/kg, 95%置信限为 379.96~461.76 mg/kg,
雄性小鼠的 LD50 为 482.54 mg/kg,95%置信限为
443.74~524.73 mg/kg,雌、雄小鼠 LD50 无显著差异。

表 2 BALB/c 小鼠经口急性毒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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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剂量

对数剂量

动物数

死亡动物数

死亡率

几率单位

LD50 值及 95%置信限

别

(mg/kg)

(X)

(只)

(只)

(%)

(Y)

(mg/kg)

703.10

2.8470

10

10

100

7.95

562.50

2.7501

10

10

100

7.01

450.00

2.6532

10

4

40

4.72

360.00

2.5563

10

4

40

4.83

288.00

2.4594

10

0

0

2.67

703.10

2.8470

10

10

100

7.89

562.50

2.7501

10

8

80

5.82

450.00

2.6532

10

4

40

4.76

360.00

2.5563

10

0

0

2.60

288.00

2.4594

10

0

0

1.25

♀

♂

2.2 大鼠的 LD50
2.2.1 SD 大鼠的 LD50:SD 大鼠口服腰痛宁胶囊后
几分钟内出现激惹现象,随后呼吸急促、流涎、全
身抽搐、四肢强直、惊厥。雌性大鼠在灌胃后
5~145min 之间死亡,平均死亡时间为(38.28±
43.47)min,LD50 为 803.85 mg/kg, 95%置信限为

418.86
379.96~461.76

482.54
443.74~524.73

(726.05 ~889.99) mg/kg。雄性大鼠在灌胃后 5~135
min 内死亡,平均死亡时间为(52.45±37.36) min,
LD50 为 6158.95 mg/kg,95%置信限为 5669.25 ~
6690.94 mg/kg。死亡大鼠立即尸检,未发现肉眼可
见明显病理改变,死亡情况见表 3 和表 4

表 3 雌性 SD 大鼠经口急性毒性实验
剂量(mg/kg)

对数剂量

动物数(只)

死亡动物数

(X)

死亡率(%)

几率单位

LD50 值

95%置信限

(Y)

(mg/kg)

(mg/kg)

803.85

726.05~889.99

(只)

1150.00

3.0607

10

10

100

6.88

977.50

2.9901

10

7

70

5.51

830.90

2.9195

10

5

50

5.00

706.20

2.8489

10

2

20

4.20

600.30

2.7784

10

2

20

4.19

510.30

2.7078

10

1

10

3.87

433.70

2.6372

10

0

0

3.34

表 4 雄性 SD 大鼠经口急性毒性实验
剂量(mg/kg)

对数剂量

动物数(只)

(X)

死亡动物
数(只)

死亡率(%)

几率单位

LD50 值

(Y)

(mg/kg)

8290.0

3.9186

10

10

100

2.69

6800.0

3.8325

10

6

60

4.78

5580.0

3.7466

10

4

40

5.22

4570.0

3.6599

10

0

0

7.30

2.2.2 Wistar 大鼠的 LD50:Wistar 大鼠口服腰痛宁
胶囊后几分钟内出现激惹现象,随后呼吸急促、流
涎、全身抽搐、四肢强直、惊厥。雌性大鼠在灌
胃后 7~120 min 之间死亡,平均死亡时间为(26.10
±18.9) min, LD50 为 861.94 mg/kg, 95%置信限为

6158.95

95%置信限(mg/kg)

5669.25~6690.94

714.62~1039.62 mg/kg。雄性大鼠在灌胃后 10~180
min 之间死亡,平均死亡时间为(49.78±53.97)min。
LD50 为 5807.57 mg/kg,95% 置 信 限 为
5193.66~6494.05 mg/kg。死亡大鼠立即尸检,未发
现肉眼可见明显病理改变,死亡情况见表 5 和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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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雌性 Wistar 大鼠经口急性毒性实验
剂量

对数剂量

(mg/kg)

(X)

1341.00

3.1274

10

8

80

5.82

968.90

2.9863

10

6

60

5.25

700.00

2.8451

10

5

50

5.04

505.80

2.7040

10

0

0

3.17

动物数(只)

死亡动物数

死亡率(%)

几率单位

LD50 值

95%置信限

(Y)

(mg/kg)

(mg/kg)

861.94

714.62~1039.62

(只)

表 6 雄性 Wistar 大鼠经口急性毒性实验
剂量(mg/kg)

对数剂量

动物数(只)

(X)

死亡动物
数(只)

死亡率(%)

几率单位

LD50 值

(Y)

(mg/kg)

7750.0

3.8893

10

9

90

6.24

6590.0

3.8189

10

6

60

5.25

5600.0

3.7482

10

4

40

4.75

4760.0

3.6776

10

3

30

4.49

4040.0

3.6064

10

1

10

3.72

３ 讨论

5807.57

95%置信限(mg/kg)

5193.66~6494.05

痛宁胶囊对大鼠出现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机理也

本实验选用两个种属的 4 种动物对腰痛宁胶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囊进行了急性毒性实验,测定出了各种动物口服该

腰痛宁胶囊中每粒含生物碱以士的宁计为

药的 LD50 值。实验发现,口服腰痛宁胶囊后 4 种动

1.15~1.45 mg,1 次/d,4~6 粒/次,以每日服用 6 粒计

物的毒性表现相似,均在几分钟内出现对外界刺激

算,含生物碱(以士的宁计)8.7mg。相当于昆明种小

反应敏感,尤其对声音更敏感,即刻呼吸急促、流涎、

鼠 LD50 的 1/74;BALB/C 小鼠 LD50 的 1/52;雌性 SD

全身抽搐、四肢强直、惊厥、死亡。说明毒性反

大鼠 LD50 的 1/92,雄性 SD 大鼠 LD50 的 1/708.;雌

应机理相同。

性 Wister 大鼠 LD50 的 1/99,雄性 SD 大鼠 LD50 的

两种小鼠 LD50 几乎没有性别差异。但两种大

1/668。由本实验结果来看,只要按医嘱和药品说明

鼠均有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SD 雄性大鼠口服腰

书服用腰痛宁胶囊,临床应用是安全的。

痛宁胶囊的 LD50 比雌性大 7.66 倍。Wistar 雄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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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Lan_fang, LI Guo_feng, XIE Li_jun
(Hebei Academy of Midical Sciences,Shijiazhuang 050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acute toxicity(LD50) of“Yao_Tong_Ning”Capsule (YTNC)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in
rats and mice.Methods

LD50 were tested by Billis method.Results

The YTNC was orally administrated in mice of

Kunming and BALB/c, rats of SD and wistar,respectively. The LD50 of mice of Kunming and BALB/c was (640.44±137.57)
mg/kg

and

(448.37±60.59)

mg/kg,respectively.

The

LD50 of

female

and

male

was(803.85±163.94.0)mg/kg

and(6158.95±1021.70) mg/kg in SD rats, respectively. The LD 50 of female and male was (861.94±325.00) mg/kg and
(5807.57±1300.39) mg/kg in wistar rats, respectively.Conclusion

The LD50 of mal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female

in rats of SD and wistar,respectively, and LD50 of male is 7.66 times and 6.74 times as large as female in SD and wistar rats,
respectively. The LD50 of male were not different from female in mice of Kunming and BALB/c, respectively.

Key words:“Yao_Tong_Ning”capsule; Acute toxicity; Rats; Mice
（本文原载于《实验动物科学与管理》2004 年 12 月第 21 卷第 4 期）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镇痛作用的量效关系
杨宇杰 1，宋成军 1，王春民 2，陈建双 1
（1 承德医学院机能实验学教研室
2

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承德市

067000

河北省承德市

067000）

Abstract:AIM:To compare the analgesic effects of 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before and after
administration.
METHODS: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Functional Experimentation,Chengde Medical college
between May and July 2004.The analgesic effects of 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were tested by hot-plate and
writhing methods in mice before and after pulverization.①Analgesic effects of 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in
mice by test hot-plate method:Sixty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n=10 in each group):superfine
powderYaotongning capsule 40 and 20mg/kg groups,ordinary Yaotongning capsule 40 and 20mg/kg groups,Xiaoyantong
10mg/kg group and normal saline group with equal volume.The drugs were given through gastric perfusion at the
administraton area of 20mL/kg.Latency of pain was measured in mice before and at 0.25,0.5,1,2hours after administration.
②Effect of 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on writhing in mice:The grouping was the same as in ①.Each mouse
was injected with acetic acid solution at 15 minutes after administration,and the inhibition rate of drug influencing the
writhing was measured at 5 minutes after administration.③Median effective dose(ED50) of 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playing analyestic effects:The drugs were given by gastric perfusion into 200 mice(ED 50) of 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and ordinary Yaotongning capsule playing were measured and the confidence interval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All 320 mice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without loss.①By hot-plate method,the time of the mice
licking hind paws was remarkably prolonged in the 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and ordinary Yaotongning
capsule 40 and 20mg/kg groups,and analgesic duration exceeded 2 hours;It was also prolonged in the 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group as compared with the ordinary Yaotongning capsule at the same dose.②By the writhing
method,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could obviously decrease writhing times in mice as compared with 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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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tongning capsule at each time duration.The analgesic effects of 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were faster than
ordinary Yaotongning capsule group.
CONCLUSION：Superfine powder Yaotongning capsule has more analgesic effects than ordinary Yaotongning capsule
has,and the analgesic effects are in a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摘要
目的：观察比较腰痛宁胶囊超细粉碎前后的镇痛作用。
方法：实验于 2004-05/07 在承德医学院机能实验室完成。采用小鼠热板法和扭体法探讨腰痛宁胶囊超细粉碎前后
的镇痛作用。①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对小鼠热板法致痛的影响：取小鼠 60 只，随机分为 6 组，每组 10 只，超微细
粉腰痛宁胶囊 40，20mg/kg 组；普通腰痛宁胶囊 40，20mg/kg 组；消炎痛组 10mg/kg 和生理盐水组（等容量给药）
，
各组灌胃给药，给药体积为 20ml/kg，分别测定给药前、给药后 0.25,0.5,1.2h 的痛反应潜伏期。②超微细粉腰痛宁
胶囊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取小鼠 60 只，分组、剂量及给药方法同①，给药 15min 后每鼠注射乙酸溶液，5min
后计算药物对扭体反应的抑制率。③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镇痛作用的 ED50：取小鼠 200 只，分别灌胃给药。计算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普通腰痛宁胶囊镇痛作用 ED50 及 95%CI。
结果：所用实验动物 320 只小鼠全部记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无脱失值。①与生理盐水组比较，采用热板法时超微
细粉腰痛宁胶囊和普通腰痛宁胶囊高、低剂量组小鼠舔后足时间明显延长，作用持续时间在 2h 以上，超微细粉腰
痛宁胶囊与普通腰痛宁胶囊等剂量组间比较,小鼠舔后足时间亦有所延长。②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与普通腰痛宁胶
囊等剂量组间比较，各个时间段内小鼠扭体次数均明显减少，且超微细粉组起效更快。
结论：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较普通腰痛宁胶囊具有更强的镇痛作用，且呈明显的量效关系。

主题词：胶囊；镇痛；剂量效应关系，药物
0 引言

省潍坊制药二厂生产，批号 000301）
。动物：健康

超微粉碎技术在中药生产中的研究应用近年

昆明种小鼠 120 只（河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来研究较多，现有研究表明，该项技术的应用可

合格证号：
冀医动字第 04035 号）。实验动物级别：

提高产品生物利用度和产品疗效。腰痛宁胶囊现

清洁级。

收载于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十八册，

设计、实施、评估者：设计为第一作者，资

处方由马钱子、苍术、僵蚕、甘草等 10 味中药组

料收集和干预实施为本文所有作者，均接受过培

成，主要用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

训。

腰肌劳损、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症，疗效显著，

方法：对小鼠热板法致痛的影响[1]：将小鼠

临床应用前景广阔。该药为生药原粉制剂，粉碎

放入预先加热到 55℃的恒温金属铜板上，以小鼠

效果直接决定其产品质量和疗效。本实验以普通

舔后足为疼痛反应指标。实验动物均为雌性、痛

腰痛宁胶囊作对比，探讨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的

反应潜伏期在 30s 内的小鼠，最长测定时间不超

抗炎镇痛作用，为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的工业化

过 60s,。小鼠 60 只，随机分为 6 组，每组 10 只，

生产和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 40，20mg/kg 组；普通腰痛

1 材料和方法

宁胶囊 40、20mg/kg 组；消炎痛组 10mg/kg 和生

设计：随机对照观察。

理盐水组（等容量给药）
，各组灌胃给药，给药体

单位：承德医学院机能实验学教研室。

积 为 20ml/kg 。 分 别 测 定 给 药 前 、 给 药 后

材料：实验于 2004-05/07 在承德医学院机能

0.25h,0.5h,1h,2h 的痛反应潜伏期。

实验室完成。药品：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承德

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2]：小鼠 60 只，雌雄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开发中心提供，批

各半，
分组、
剂量及给药方法同热板法，给药 15min

号 20020105）
；普通腰痛宁胶囊，承德颈复康药业

后每鼠腹腔注射 10g/L 乙酸溶液 10μL/g,5min 后开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020318；消炎痛（山东

始连续记录各组每 min 内发生扭体反应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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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热板法致痛的影响。②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对

生理盐水组平均扭体数  给药组平均扭体数

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③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与
 100%

普通腰痛宁胶囊不同方法镇痛 ED50 的百分比结果。

生理盐水组平均扭体数

统计学分析：第一作者采用 SPSS10.0 统计软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镇痛作用的 ED50：取小

件进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均用 x ±s 表示。多组

鼠 200 只，雌雄各半，分别灌胃给药。扭体法以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两组间比较采

给药后动物扭体次数减少 50%为有效镇痛作用指

用 LSD-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有显著性；P≤

标，热板法以给药后动物痛反应潜伏期延长 50%

0.01 认为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以上为有效镇痛作用指标，扭体法测定给药后

2

21～30min 内的镇痛作用，热板法测定给药后

2.1

30min 时的镇痛作用，采用简化机率单位法计算

只全部记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无脱失值。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普通腰痛宁胶囊镇痛作用

2.2

结果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所用实验动物小鼠 320
对小鼠热板法致痛的影响 见表 1。

ED50 及 95%CI。
主要观察指标：①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对小

表 1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对小鼠热板法致痛的影响（ x ±s，n=10）
痛反应潜伏期（s）

剂量

组别

（mg/kg）

给药前

40

15.6±3.21

20

14.7±2.58

40

16.4±3.09

囊

20

13.7±1.92

生理盐水

-10

15.5±2.64
14.9±1.46

超微细粉腰痛
宁胶囊

普通腰痛宁胶

消炎痛

给药后 0.25h

0.5h

b

1.0h
b

29.7±2.58
(90.4)
25.9±2.17b
(76.2)
21.8±2.31a
(32.9)
16.1±3.18
(17.5)
15.8±1.33
20.3±3.11a
(36.2)

29.1±2.88
(89.1)
25.2±3.03b
(71.4)
26.3±1.96b
(60.4)
18.8±2.44a
(37.2)
14.6±2.12
24.1±2.68b
(61.7)

2.0h
b

28.5±1.23
(82.7)
23.9±1.42b
(62.6)
25.9±2.51b
(58.0)
19.0±1.79a
(38.7)
16.2±3.09
23.4±2.14b
(57.0)

26.6±2.15b
(70.5)
21.4±2.09b
(45.6)
24.5±2.54b
(49.4)
17.9±2.39a
(30.7)
15.4±2.02
22.1±2.94b
(48.3)

表中（）内数字为痛阈提高百分率（%）；与生理盐水组比较，aP＜0.05,bP＜0.01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与普通腰痛宁胶囊等剂
量组间比较，小鼠舔后足时间有所延长，显示超
微细粉腰痛宁胶囊比普通腰痛宁胶囊具有更好的
对抗热板法致小鼠疼痛反应的作用。
2.3 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见表 2
2.4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与普通腰痛宁胶囊不同

方法镇痛 ED50 的百分比结果 见表 3。
扭 体 法 ： ED50 普 通 /ED50 超 细 ³
100%=147.21%。
热 板 法 ： ED50 普 通 /ED50 超 细 ³
100%=144.03%。

表 2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组别

给药剂量
（mg/kg）
40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

给药后扭体反应数（次/min）
2.1～3.0
6.9±2.24

3.1～4.0
b

(84.2)
20

（ x ±s，n=10）

13.3±2.56

7.8±2.56

4.1～5.0
b

(80.5)
b

15.4±1.75

7.3±1.98

5.1～6.0
b

(76.1)
b

11.8±1.66

5.1±2.37b
(76.6)

b

9.6±2.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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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61.4)

(61.3)

(56.0)

22.5±3.18a

15.2±2.83b

11.3±2.28b

9.1±1.89b

(48.4)

(61.9)

(63.0)

(58.3)

33.7±3.19

23.6±2.96

(22.7)

(40.9)

a

18.7±2.65

a

(38.7)

13.9±2.28a
(36.2)

-

43.6±3.28

39.9±2.62

30.5±2.94

21.8±1.69

10

27.6±2.31a

19.2±3.17b

13.5±3.03b

11.4±2.27b

(36.7)

(51.9)

(55.7)

(47.7)

表中（）内数字为抑制率（%）；与生理盐水组比较，aP＜0.05,bP＜0.01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与普通腰痛宁胶囊等剂
宁胶囊比普通腰痛宁胶囊具有更好的对抗乙酸致
量组间比较，各个时间段内小鼠扭体次数均明显
小鼠疼痛反应的作用。
减少且超微细粉组起效更快，显示超微细粉腰痛
表 3 两种腰痛宁胶囊的镇痛作用 ED50 及 95%CI
组别
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
普通腰痛宁胶囊

扭体法（mg/kg）

热板法（mg/kg）

ED50=25.80

ED50=24.39

CI95%=22.03～30.21
ED50=37.98

CI95%=21.40～27.81
ED50=35.13

CI95%=30.44～47.37

CI95%=30.96～41.70

3 讨论
超微细粉中药，又称细胞级微粉中药，是一
种药材细胞破壁的微粉中药，可以显著提升中药
的质量水平，改变现有中药“粗、大、黑”的面
貌和药物起效慢的现状，已成为中药现代化和国
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表明，中药大多数
为复方，药材细胞破壁粉碎后，细胞内的水分和
油分迁出，使微粒表面呈现半湿润状态，粒子与
粒子间会形成稳定的粒子团，每一个粒子团都包
含相同比例的中药成分。该粒子团的物理结构随
组分中各成分的 HLB 值、延展性、破碎性、含水
率、相对密度等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相互作用而
不同。这种结构使中药复方中各有效成分均匀化，
从而使各种成分均匀地被人体吸收，达到增强药
物作用的效果[3]。
本实验结果表明，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在主

要药效学指标镇痛作用方面，比普通腰痛宁胶囊
具有更强的作用，可见超微细粉腰痛宁胶囊较普
通腰痛宁胶囊疗效明显提高。将超微粉碎技术应
用于腰痛宁胶囊的生产，应能够有效解决现有粉
碎工艺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高产品的工艺技术
水平、科技含量及产品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

王瑜，赵维中，陈志武，等。酮洛芬镇痛作用与前列

腺素、一氧化氮、氧自由基的关系[J].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1998,33（4）
：257-8
[2]

罗学娅，张学梅，高卫，等。苦参碱的镇痛作用部位

及机制研究[J].中草药，2001,32（1）
：41-3
[3]

吴纯洁.中药超细粉碎技术之浅析[J].中成药，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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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临床康复》2005 年第 9 卷第 30 期第
160-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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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大鼠口服腰痛宁胶囊的急性毒性和长期毒性作用。方法:以 SD 大鼠为受试对象,采用 Bliss 法测定口
服腰痛宁胶囊的 LD50;采用 4 个剂量(300, 150, 75, 37. 5 mg/kg) iq SD 大鼠,连续 180d,观察给药 90, 180 d 时大鼠的生
长发育、血液学、血液生化学、组织病理变化及停药 30 d 时上述指标的变化。结果:雄性和雌性 SD 大鼠口服腰痛
宁胶囊的 LD50 为 6 158. 95 mg/kg 和 803. 85 mg/kg。大鼠连续给药 90 d 时, 300 mg/kg 剂量组碱性磷酸酶、肌酐比空
白对照组升高(P<0.01):白蛋白降低(P<0.01); 5 只大鼠肝细胞脂肪变性; 2 只大鼠肾脏近曲小管上皮细胞高度水肿,轻
度脂肪变性,管腔变大,肾小管内可见红细胞管型,肾间质少量炎细胞浸润。150 mg/kg 剂量组碱性磷酸酶升高(P<0.05),
总蛋白和白蛋白降低(P<0. 01), 3 只大鼠肝细胞脂肪变性。给药 180 d 时,对大鼠体重、摄食量、活动、外周血象、主
要脏器的重量系数检查未见明显影响。300 mg/kg 剂量组白蛋白降低(P<0.01),总蛋白、肌酐升高(P<0.0l 和 P<0.001);
150 mg/kg 剂量组白蛋白降低(P<0. 001),总蛋白、
肌酐升高(P<0.05 和<0.001); 75 mg/kg 剂量组白蛋白降低, (P<0. 001),
肌酐升高(P<0.001), 2 只大鼠肝细胞轻度脂肪变性; 37. 5 mg/kg 剂量组白蛋白降低(P<0.001),总蛋白和肌酐升高
(P<0.0l 和<0.001)。停药 30 d 后,大鼠体重、摄食量、活动、外周血象、重要器官脏器系数均正常。生化指标检查,
各给药组同空白对照组比较肌酐升高(P<0.001)。病理学检查各组各脏器均未发现明显改变。结论:不同性别的 SD 大
鼠对腰痛宁胶囊的急性毒性反应有非常著性差异,雄性大鼠 LD50 比雌性高 7.66 倍。长期毒性研究表明,长期大剂量
服用腰痛宁胶囊,对肾功能有一定影响并且恢复较慢,建议肾功能不好的患者慎用。通过对腰痛宁胶囊 180d 用药过程
中各项指标反应的观察,未见性别差异。综合分析认为,腰痛宁胶囊在规定剂量下服用是安全可靠的。

关键词:腰痛宁胶囊; 急性毒性; 马钱子; 士的宁; 大鼠; 长期毒性
中图分类号:R28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05(2005)11-1102-05

Toxicologic Study on Yaotongning Capsule
LI Lan-fang

LIGuo-feng

XIE Li-jun

ZHANG Jian-xin

(Hebei A 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Shijiazhuang 050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acute toxicity and the long-period toxicity ofYaotongning Capsule (YTNC) in
rats.Methods:LD50 were tested of YTNC in rats by Bliss methods. Four groups of rats (300.0, 150.0, 75.0, 37.5mg/kg of
YTNC) were administered with repeated gastric infusion of YTNC for 180 days.Body weight, hematological and
hem-atobiochemical parameters,coefficient and histomorphological figure of organs (the 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
adrenal, teste, prostate, uterus and ovary,brain, thymus)were examined in 90 days, 180 days and 30 days after the cessation
of YTNC.Results:The LD50 of female and male were (803.85±163.94)mg/kg and (6158.95±1021.70)mg/kg in SD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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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In the long-period toxicity test, after administered repeatedly for 90 days, the ALP and Crea increased,ALB
decreased, the fat in liver cells were degenerated in five rats, the epithelium cells edema of proximal convoluted tubule in
two, fatly degenerated, lumens broadend and few red cells in renal tubule were observed in 300mg/kg dose group. In the
150mg/kg dose group,ALP increased,TP and ALB decreased, fat in liver cells were degenerated in three rats.After
administerd repeatedly for 180 days, in the 300 mg/kg and 150 mg/kg dose groups, the TP and Grea increased, the ALB
decreased. In the 75 mg/kg dose group ALB decreased, the crea increased, the fat in liver cells were degenerated lightly in
two rats. In the 37.5 mg/kg dose groups, the ALB decreased, the TP and Crea increased. In 30 days after stopping the drug,
the changes of hematobiochemical pathological and coefficientoforgans could completely recover, only the crea increased
in all of the rats.Conclusion:The LD50 of YTNC in mal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female in SD rats.LD50 in male
rats was 7.66 times asmuch as in female rats. YTNC administration by long-period and large dose slightly injurs the renal
function in rats, but the injury was slowly reversibl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patients suffer from renal function harmful
trends would administrate carefully. It is safe to administrate the prescribed dose of YTNC.

Key words:Yaotongning Capsule; Acute toxicity; Strychnos nux-vomica L.; Strychnine; Ras; Long-period
toxicity

腰痛宁胶囊为常用中成药,是国家中药保护品
种。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通经活络的作用,
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增生、坐骨神经痛、
腰肌纤维炎、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时具有独
特的疗效[1]。因处方中含有马钱子等毒性中药,为
给临床用药提供安全的实验依据,本文对腰痛宁胶
囊进行了毒理学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动物 SD 大鼠 120～150g, 180～220g 由河
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第 04036。
1.1.2 药物腰痛宁胶囊,由承德中药集团提供,批
号:20000920。实验前用蒸馏水配成不同浓度的混
悬液灌胃使用。
1.2 实验方法
1.2.1 大鼠 LD50 的测定 选用 SD 大鼠,经过预实
验发现雌、雄大鼠口服腰痛宁胶囊的急性毒性反
应差异很大,因此将雌、雄大鼠分别分组实验。将
雌性 SD 大鼠分 1150.00,977.50, 830.90,706.20,
600.30, 510.03 及 433.70 7 个组,组间剂量比为 1∶
0.85;将雄性 SD 大鼠分成 8290.00,6800.00,5580.00
和 4570.00 mg/kg 4 组,组间剂量比为 1∶0.82,每组
10 只,体重 180～220g;禁食不禁水 12h,根据预先设
计的剂量,按体重灌胃给药 1 次,给药体积为
20ml/kg,给药后观察即刻及每日动物存活情况及
一般表现,连续 2 周。记录动物死亡数,死亡动物立
即尸检,如发现有肉眼可见的病理改变时,做病理
检查。用 DAS 软件,按 Bliss 法计算 LD50。

1.2.2 SD 大鼠的长期毒性实验 将大鼠按性别
和体重随机分成 5 组,空白对照组和 A、B、C、D
腰痛宁胶囊组,A 组(300mg/kg)和 B 组(150mg/kg)
每组 40 只大鼠,C 组(75mg/kg)和 D 组(37.5mg/kg)
每组 30 只大鼠,雌雄各半,给药体积为 lml/100g 体
重,各组均灌胃给药,每周灌胃 6d,对照组灌胃等体
积蒸馏水,连续给药 180d,给药前及给药期间每周
称动物体重 1 次,并按平均体重调整给药剂量。实
验期间每天观察大鼠一般状态、体征、摄食量、
饮水及粪便状况。每周称体重、摄食量 1 次,了解
对动物体重和进食的影响。给药 90d,于末次给药
后 24h,空白对照组、A 组和 B 组各抽取大鼠 10
只(雌、雄各 5 只)、给药 180d,于末次给药后 24h
空白对照组和各给药组各抽取 14 只大鼠(雌、雄
各 7 只)、停药后 30d 各组抽取 6 只大鼠(雌、雄各
3 只),用乌拉坦麻醉,从腹主动脉取血,检查血液学
和血液生化学指标。血液学检查项目为:血色素
(Hb)、血小板(PLT)、红细胞计数(RBC)、网织红
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WBC)、白细胞分类(DC)、
凝血时间。血液生化学检查项目为: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换酶(AST)、丙氨酸氨基转换酶(ALT)、碱性
磷酸酶(ALP)、尿素氮(BUN)、总蛋白(TP)、白蛋
白(ALB)、血糖(GLU)、总胆红素(T-BIL)、肌酐
(Crea)、总胆固醇(T-CHO)。取血后,将各组动物处
死,立即剖取动物脑、心、肝、脾、肺、肾、胸腺、
甲状腺、肾上腺、子宫卵巢、睾丸、前列腺称重,
根据体重计算器官重量系数。并取心、肝、肾、
脾、肺、脑、肾上腺、甲状腺、胸腺、睾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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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卵巢、子宫、前列腺等脏器进行肉眼观察后
用 10%的甲醛溶液浸泡固定,作组织切片,HE 染色,
光镜下检查组织病理学变化。
2 实验结果
2.1 大鼠的急性毒性 SD 大鼠口服腰痛宁胶囊
后几分钟内出现激惹现象,随后呼吸急促,流涎,全
身抽搐,四肢强直,惊厥,雌性大鼠在灌胃后 5～145

min 之 间 死 亡 , 平 均 死 亡 时 间 为 (38.2 ±
43.47)min,LD50 为 803.85 mg/kg,95% 置 信 限 为
726.05～889.99mg/kg。雄性大鼠在灌胃后 5～
135min 内死亡,平均死亡时间为(52.45±37.36)min,
LD50 为 6158.95mg/kg,95% 置信限 为 5669.25～
6690.94mg/kg。死亡大鼠立即尸检,未发现肉眼可
见明显病理改变。结果见表 1～2。

表 1 雌性 SD 大鼠经口急性毒性实验
对数剂量

动物

死亡动物

死亡率

几率单位

X

数

数

(% )

/Y

1 150. 00

3. 060 7

10

10

100

6.88

977. 50

2.9901

10

7

70

5.51

830. 90

2.9195

10

5

50

5.00

760. 20

2. 849 8

10

2

20

4.20

600. 30

2. 778 4

10

2

20

4.19

510. 30

2.7078

10

1

10

3.87

433.70

2.6372

10

0

0

3.34

剂量 C/mg²kg-1

95%置信限

LD50C/mg²kg-1

803.85

C/mg²kg-1

726.05～889. 99

表 2 雄性 SD 大鼠经口急性毒性实验
剂量

对数剂量 X

动物数

死亡动物数

死亡率(% )

几率单位/Y

8 290. 00

3. 918 6

10

10

100

2.69

6 800. 00

3. 832 5

10

6

60

4.78

5 580. 00

3. 746 6

10

4

40

5.22

4 570. 00

3. 659 9

10

0

0

7.30

-1

C/mg²kg

LD50C/mg²kg-1

C/mg²kg-1
5669.25～

6 158. 95

2.2 SD 大鼠的长期毒性实验
2.2.1 腰痛宁胶囊对大鼠一般情况的影响 在腰
痛宁胶囊连续给药期间,给药开始 3 周内,各给药组
大鼠出现激惹反应,神经高度紧张,只要有小的刺
激,即可产生直立反应。3 周后此现象消失。各给
药组与对照组比较动物的活动、体重、摄食量、
大便和毛发光泽等相似,未发现异常情况。A 组给

95%置信限

6 690. 94

药第 1 周死亡 3 只大鼠,给药全程共死亡 8 只大鼠
(死亡率 20%),B 组给药第 1,2 周大鼠各死亡 1 只,
全程共死亡 6 只(死亡率 15%),C 组死亡 1 只(死亡
率 3.3%),D 组死亡 2 只(死亡率 6.6%),空白对照组
死亡 0 只,肉眼尸检未见脏器异常。
2.2.2 腰痛宁胶囊对大鼠体重增长的影响 实验
结果见表 3～6。

表 3 腰痛宁胶囊对大鼠体重的影响( x ±s)
连续给药不同时间后的体重 C/g
组别

n

给药前体重 C/g
1周

2周

3周

4周

5周

6周

对照

40

122. 50±12. 38

167. 87±24. 08

207. 67±31. 52

230. 82±40. 52

255. 45±50. 39

272. 05±55. 54

289. 27±57. 79

A

40

125. 10±16. 45

173. 86±24. 94

212. 43±33. 23

233. 72±45. 92

258. 51±58. 48

273. 10±63. 66

284. 91±63. 48

B

40

120. 57±15. 76

170. 15±21. 39

207. 18±32. 42

242. 00±42. 45

260. 94±50. 27

278. 54±56. 66

296. 05±6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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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0

123. 10±12. 67

173. 93±19. 42

203. 20±27. 28

211. 26±29. 09

241. 40±36. 24

248. 36±60. 56

268. 36±34. 60

D

30

116. 50±14. 54

149. 33±17. 37

183. 43±18. 74

200. 83±23. 16

230. 23±30. 41

250. 60±40. 93

266. 40±45. 95

各给药组与对照组比较,P>0. 05

表 4 腰痛宁胶囊对大鼠体重的影响( x ±s)

g

连续给药不同时间后的体重
组别

n
7周

8周

9周

10 周

11 周

12 周

13 周

对照

40

303. 97±62.27

311. 32±65.44

319. 42±68.91

325. 10±67.12

337. 75±74.18

348. 22±78.80

358. 87±81. 05

A

37

294. 57±69. 39

299. 56±73. 58

308. 59±77. 19

317. 28±82. 93

325. 85±84. 62

331. 91±89. 55

329.33±85.87

B

37

306. 38±73. 64

317. 11±76. 84

318. 12±97. 92

350. 14±91. 22

350. 14±91. 22

359. 71±97. 24

381. 27±95. 63

C

30

283. 66±42. 72

290. 16±47. 64

295. 43±47. 85

301. 40±48. 52

308. 00±52. 05

317. 6±57. 56

323. 43±57. 18

D

30

276. 46±51. 18

280. 10±49. 83

290. 26±54. 55

298. 16±56. 99

302. 50±60. 78

314. 00±64. 71

323. 03±67. 27

各给药组与对照组比较,P>0. 05

表 5 腰痛宁胶囊对大鼠体重的影响( x ±s)

g

连续给药不同时间后的体重
组别

n
14 周

15 周

16 周

17 周

18 周

19 周

20 周

对照

30

369.67±82.27

381.40±87.13

392.20±124.38

399.72±127.31

403. 84±131.52

408. 00±132.16

419. 76±137.21

A

24

339.50±86. 28

340. 50±89. 80

348. 04±93. 67

359.40±112. 70

355. 59±98. 43

359.00±100. 74

361.18±99. 48

B

26

392.40±98. 31

400.77±101. 39

406.14±105. 41

422.00±117. 09

417.04±109. 77

425.19±112. 67

431.00±112. 67

C

30

329.20±61. 51

344.66±75. 43

356.26±83. 37

364.83±88. 90

375.93±93. 38

380. 36±93. 57

387.53±101. 03

D

30

329.73±72. 49

304.50±78. 35

353.06±84. 93

356.90±90. 20

366.83±94. 50

373.83±100. 58

378.72±105. 85

各给药组与对照组比较,P>0. 05

表 6 腰痛宁胶囊对大鼠体重的影响( x ±s)
组别

g

连续给药不同时间后的体重

ｎ
21 周

22 周

23 周

24 周

25 周

26 周

27 周
465.82±151.30

对照

30

418.00±141.94

432.84±146.86

433.80±146.96

439.64±147.71

457.04±145.41

461.05±146.23

A

25

361.40±99. 75

361.45±99. 91

369.59±101. 40

377.36±101. 45

378.00±97. 68

387.04±163. 57

367.66±95. 59

B

25

432.76±111. 56

428.04±106. 54

420.07±144. 50

443.50±112. 39

454.00±112. 10

431.95±105. 51

420.25±103. 77

C

29

387. 62±103. 50

388. 07±103. 52

397. 96±103. 60

407. 68±104. 53

417. 58±105. 79

397. 60±109. 47

404. 61±88. 18

29

384.06±108. 07

385.93±109. 75

394.48±112. 15

403.31±115. 55

414.44±117. 77

397.85±114. 02

396.38±125. 45

D

各给药组与对照组比较,P>0. 05

从表 2～5 可见,腰痛宁胶囊 4 个剂量对大鼠连
续给药不同时间的体重,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表明腰痛宁胶囊连续
用药 180 d,对大鼠的生长发育(体重增长)无毒性

影响。
2.2.3 腰痛宁胶囊连续给药对大鼠血象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 7～8。

表 7 腰痛宁胶囊连续给药 3 个月对大鼠血象的影响( x ±s)
组别

n

Hb/g²L-1

RBC/³1012²L-1

网织红细胞(% )

血小板/³109²L-1

WBC/³109²L-1

对照

10

144. 01±28. 84

7. 92±0. 85

2. 33±0. 74

487. 50±133. 57

10. 12±3. 97

A

10

146. 96±17. 60

7. 39±1. 46

2. 59±0. 92

507. 80±225. 84

7. 28±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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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23±10. 71

7. 67±0. 59

2. 15±0. 60

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

对照

17. 30±6. 14

A

23. 80±6. 17**
26. 70±4. 13**

组别

B

²45²

645. 00±71. 04

7. 57±2. 26

白细胞分类（%）
嗜酸性细胞

嗜碱性细胞

单核细胞

78. 10±6. 91

2. 20±2. 14

0. 70±0. 94

1. 60±1. 50

73. 20±6. 54

0. 70±0. 82

1. 60±1. 01

0. 70±0. 82

69. 30±4. 52**

1. 50±0. 97

1. 10±0. 99

1. 40±0. 96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 01

表 8 腰痛宁胶囊连续给药 6 个月对大鼠血象的影响( x ±s)
组别

n

Hb/g²L-1

RBC/³1012²L-1

网织红细胞(% )

血小板/³109²L-1

WBC/³109²L-1

对照
A
B
C
D

14
12
12
14
14

144. 54±19. 46
148. 39±19. 25
145. 65±16. 32
152. 49±12. 16
136. 16±9. 59

8. 39±1. 13
8. 09±1. 05
8. 32±1. 33
8. 37±0. 78
9. 12±1. 27

2. 34±0. 61
2. 03±0. 65
1. 95±0. 47
1. 97±0. 47
1. 97±0. 54

591. 21±90. 91
538. 58±102. 86
534. 91±114. 17
521. 00±93. 62
550. 07±98. 18

8. 60±1. 19
5. 60±2. 47**
7. 69±4. 46
6. 12±1. 05***
6. 71±1. 84*

白细胞分类（%）

组别
对照
A
B
C
D

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

嗜酸性细胞

嗜碱性细胞

单核细胞

21. 36±5. 20
21. 83±6. 06
19. 83±3. 21
21. 21±5. 24
21. 00±5. 23

74. 64±5. 69
74. 25±5. 10
76. 67±4. 08
74. 86±5. 11
75. 21±5. 62

1. 71±1. 13
1. 75±1. 06
1. 33±1. 15
1. 71±0. 83
1. 50±0. 94

0. 71±1. 13
0. 83±0. 93
0. 91±1. 08
0. 79±0. 70
1. 21±1. 12

1. 64±1. 21
1. 33±0. 98
1. 17±0. 94
1. 43±1. 16
1. 07±1. 38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 05,**P<0. 01,***P<0. 001

由表 7～8 可见,腰痛宁胶囊各给药剂量组对
大鼠连续给药 90 d 时,A 组中性粒细胞升高,同空
白对照组比较 P<0. 01, B 组中性粒细胞升高,淋巴
细胞降低, (P<0. 01),其余指标均无异常;给药 180 d
时, A 组、C 组、和 D 组的白细胞计数降低(P<0.
05,P<0. 001 或 P<0. 05),但都在正常范围内,其它检
测均正常。恢复期各组大鼠外周血象各项检查无
异常,同空白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表明连续服
用腰痛宁胶囊 180 d,对各给药组大鼠血象基本无
明显影响。
2.2.4 腰痛宁胶囊连续给药 3 个月对大鼠血液生

化指标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 9～12。
从表 7～9 可知,腰痛宁胶囊连续给药 90d 时,A
组和 B 组大鼠的各项生化指标数值同空白对照组
相应指标的数值比较,碱性磷酸酶升高(P<0.01 或
P<0.05), 白 蛋 白 降 低 (P<0.01),A 组 肌 酐 升 高
(P<0.01);其余各项检查数值无明显变化或在正常
范围内。连续给药 180d 时,各给药组白蛋白降低
(P<0.01 或 P<0.001),肌酐升高(P<0.001);停药恢复
30d 后,各给药组肌酐测定值仍高于空白对照组
(P<0.001)。其它检测指标数值均恢复正常。表明
长期服用腰痛宁胶囊对肾脏功能有一定影响。

表 9 腰痛宁胶囊恢复期对大鼠血象的影响( x ±s)
组别

n

Hb/g²L-1

RBC/³1012²L-1

网织红细胞(% )

血小板/³109²L-1

WBC/³109²L-1

对照

8

132.99±15.30

9.27±0.56

2.10±0.55

558.28±68.39

9.11±0.79

A

6

147. 46±16. 49

8. 64±0. 38

1. 87±0. 38

650. 00±86. 13*

7. 46±2. 78

B

6

159. 47±12. 12

7. 89±0. 40

2. 15±0. 92

561. 33±166. 33

8. 03±2. 49

C

6

139. 89±26. 93

8. 53±0. 75

2. 92±1. 02

565. 50±66. 83

8. 14±3. 22

D

6

144. 88±25. 04

8. 39±0. 92

2. 27±1. 45

555. 50±52. 07

8. 06±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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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分类（%）

组别

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

嗜酸性细胞

嗜碱性细胞

单核细胞

对照

18.71±4.46

76. 85±4. 88

1. 71±0. 95

1. 29±0.76

1. 57±1. 27

A

33±7. 34

76. 33±8. 12

1. 50±1. 05

0. 83±0. 98

1. 17±0. 98

B

20. 00±7. 48

76. 66±7. 71

1. 50±1. 05

0. 83±0. 98

1. 00±0. 63

C

21. 50±5. 24

75. 50±5. 36

1. 17±1. 17

0. 83±0. 98

1. 00±0. 89

D

20. 67±5. 28

75. 33±5. 72

1. 67±0. 82

1. 17±1. 17

1. 33±1. 37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 05

表 10 腰痛宁胶囊连续给药 3 个月对大鼠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x ±s)
组别

n

AST/u²L-1

ALT/u²L-1

ALP/u²L-1

BUN/mmol²L-1

TP/g²L-1

对照

10

188. 08±8. 51

34. 55±11. 54

1. 79±4. 71

5. 48±1. 77

63. 56±4. 09

A

10

174. 16±33. 74

35. 16±12. 74

17. 48±4. 37**

6. 69±2. 01

61. 79±6. 73

B

10

185. 27±47. 56

42. 22±7. 88

17. 87±7. 72*

6. 31±1. 75

组别

ALB/g²L-1

GLU/mmol²L-1

T-BIL/μ mol²L-1

Crea/μ mol²L-1

对照

37. 32±5. 24

7. 07±0. 69

3. 74±2. 55

97. 35±20. 49

1. 56±0. 20

A

30. 10±4. 01**

5. 92±1. 16

5. 28±1. 49

136. 33±34. 47**

1. 77±0. 46

B

30. 31**±3. 811

7. 65±1. 12

5. 10±1. 86

107. 11±15. 09

1. 80±0. 36

56. 75±3. 95**
T-CHO/mmol²L-1

与对照组比较,*P<0. 05,**P<0. 01

表 11 腰痛宁胶囊连续给药 6 个月对大鼠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x ±s)
组别

n

AST/u²L-1

ALT/u²L-1

ALP/u²L-1

BUN/mmol²L-1

TP/g²L-1

对照

14

175. 62±26. 79

28. 97±9. 34

11. 33±4. 82

6. 55±1. 55

61. 03±5. 22

A

12

182. 09±34. 07

18. 81±13. 15

8. 78±3. 66

7. 43±0. 98

67. 69±6. 21**

B

12

177. 90±26. 69

24. 59±39. 54

8. 89±3. 47

7. 61±1. 69

65. 89±4. 17**

C

14

183. 73±69. 79

34. 12±21. 58

9. 03±5. 43

7. 14±0. 72

64. 44±4. 81

D

14

184. 93±20. 54

29. 92±25. 68

-1

10. 62±4. 46
-1

6. 09±0. 35
-1

66. 89±4. 99**
-1

T-CHO/mmol²L-1

组别

ALB/g²L

GLU/mmol²L

T-BIL/μ mol²L

Crea/μ mol²L

对照

35. 90±2. 66

7. 26±1. 73

3. 76±1. 62

128. 19±14. 21

1. 52±0. 33

A

29. 26±6. 64**

7. 16±1. 90

3. 35±1. 58

172. 29±17. 08***

1. 58±0. 39

B

29. 96±3. 54**

7. 82±1. 46

4. 10±1. 19

175. 49±29. 12***

1. 50±0. 34

C

29. 84±3. 82***

9. 13±2. 14

3. 26±1. 06

177. 83±13. 84***

1. 75±0. 34

D

27. 65±2. 86***

7. 89±1. 50

3. 43±1. 57

172. 60±10. 36***

1. 76±0. 51

与对照组比较,*P<0. 05,**P<0. 01,***P<0. 001

表 12 腰痛宁胶囊恢复期大鼠血液生化指标的情况( x ±s)
组别

n

AST/u²L-1

ALT/u²L-1

ALP/u²L-1

BUN/mmol²L-1

TP/g²L-1

对照

8

182. 26±12. 30

38. 89±16. 27

9. 47±1. 80

6. 55±0. 37

61. 73±6. 06

A

6

176. 44±43. 26

40. 00±24. 08

11. 40±5. 86

6. 22±0. 25

70. 31±8. 05

B

6

161. 49±30. 68

40. 83±21. 22

9. 25±3. 36

6. 94±0. 48

63. 07±2. 25

C

6

159. 98±35. 10

41. 02±30. 20

9. 13±3. 85

7. 30±0. 71

71. 44±7. 13

D

6

153. 68±31. 83

29. 72±16. 17

7. 86±2. 83

6. 12±0. 36

67. 7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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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ALB/g²L-1

GLU/mmol²L-1

T-BIL/μ mol²L-1

Crea/μ mol²L-1

T-CHO/mmol²L-1

对照

29. 28±5. 07

8. 02±1. 18

3. 48±1. 12

102. 11±13. 46

1. 74±0. 44

A

33. 85±3. 82

7. 53±1. 40

3. 77±2. 07

146. 91±9. 29***

1. 89±0. 50

B

31. 91±3. 74

6. 93±1. 09

4. 05±1. 72

144. 75±18. 59***

1. 45±0. 52

C

36. 57±6. 21

7. 23±2. 15

4. 13±1. 21

142. 54±12. 04***

1. 44±0. 34

D

34. 95±5. 15

8. 01±1. 13

4. 25±1. 72

131. 49±6. 17***

1. 67±0. 46

与对照组比较,***P<0. 001

2.2.5 腰痛宁胶囊连续给药 3 个月对大鼠主要脏
器系数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 13～15。
从表 13～15 可见,腰痛宁胶囊连续服用 3 个月
时,A 组和 B 组大鼠各主要脏器重量系数与空白对
照组比较,肾、肾上腺重量系数降低(P<0.01 或
P<0.001)。连续给药 6 个月和恢复期时各个剂量组

脏器重量系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无明显差异。
说明腰痛宁胶囊连续服用 180d 中,前 90d,A 组和 B
组大鼠的肾脏和肾上腺重量系数有一定影响,进一
步的连续服用观察 180d 时和恢复期,对各给药剂
量组各脏器系数无明显影响。

表 13 腰痛宁胶囊连续服药 3 个月对大鼠主要脏器系数的影响( x ±s)
脏器系数/mg·(100 g)-1
组别

动物数
心

肝

脾

肺

肾

胸腺

脑

肾上腺

空白对照

10

334.66±24.81

2.86±0.28

204.38±40.86

588.55±46.34

758. 49±70.63

102.30±25.50

628.21±161.37

33.08±8.61

A

10

323.97±33.70

2.66±0.16

189.30±25.25

559.78±120.46

646.44±63.22***

94.64±30.19

612.23±160.32

19.14±3.34***

B

10

314.28±24.07

2.64±0.27

173.63±39.56

549.76±88.50

650.09±64.80***

106.10±41.62

629.71±159.28

17.74±6.07***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 001

表 14 腰痛宁胶囊连续服药 6 个月对大鼠主要脏器系数的影响( x ±s)
脏器系数/mg²(100 g)-1
组别

动物数
心

肝

脾

肺

肾

胸腺

脑

肾上腺

空白对照

14

321. 47±31.22

2478.76±169.87

137. 08±26.01

569. 98±26.01

559.43±45.30

66.62±39.15

479.45±149.17

14.39±7. 21

A

12

323.54±24. 76

2522.48±188. 75

166.23±18. 86

618.65±102. 51

545.23±39. 77

87.65±22. 32

567.9±114. 39

16.44±5. 42

B

12

310.14±33. 29

2365.55±184. 51

157.52±33. 63

519. 67±94. 74

558.60±44. 45

83.97±29. 12

512.36±116. 84

14.15±3. 82

C

14

330.33±36. 07

2531.96±280. 74

166.08±25. 59

577.93±216. 40

554.67±57. 78

82.19±21. 30

563.55±118. 44

14.11±5. 83

D

14

330.27±44. 24

2347.69±200. 17

176.79±29. 99

616.51±224. 76

541.12±62. 72

93.75±35. 33

544.03±110. 84

14.43±5. 33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 05

表 15 腰痛宁胶囊恢复期大鼠主要脏器系数的情况( x ±s)
组别

脏器系数/mg²(100 g)-1

动物数
心

肝

脾

肺

肾

胸腺

脑

肾上腺

空白对照

8

347. 89±54.31

2744.34±674.19

177.87±63.98

624.98±146.78

580.48±77.21

69.63±18.02

545.02±162.51

11.72±4.49

A

6

343.34±50. 61

2629.78±318. 83

159.09±25. 61

627.40±92. 51

531.03±64. 46

80.06±17. 30

549.21±138. 19

12.97±6. 78

B

6

306. 88±14. 57

2566. 46±237. 11

149. 84±20. 89

600. 21±68. 42

565. 59±58. 31

63.85±23. 23

459.54±124. 78

9. 44±2. 71

C

6

307.55±33. 31

2320.59±163. 22

158.87±25. 12

607. 68±77. 56

538.38±41. 53

62.56±23. 99

492.29±106. 98

14.05±4. 12

D

6

322.82±30. 90

2456.48±180. 21

188.05±43. 43

585.97±122. 37

534.20±42. 23

57.21±13. 48

512.85±152. 34

13.72±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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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 05

2.2.6 腰痛宁胶囊对大鼠重要器官组织的肉眼观
察 腰 痛 宁 胶 囊 连 续 给 药 90,180d 和 停 药 后
30d(恢复期)杀取大鼠解剖取材,肉眼观察心、肝、
肾、脾、肺、肾上腺、甲状腺、胃、胸腺、睾丸、
附睾、卵巢、子宫、脑、前列腺等各脏器情况,各
给药剂量组和空白对照组动物各脏器都未见明显
病变。
2.2.7 腰痛宁胶囊对大鼠重要器官组织病理形态
的影响 腰痛宁胶囊连续给药 90,180d 和恢复期
各杀取大鼠 10,14 和 6 只,雌雄各半,将各给药剂量
组和空白对照组大鼠的心、肝、肾、脾、肺、肾
上腺、甲状腺、胸腺、睾丸、附睾、卵巢、子宫、
脑、
前列腺在相同部位取材,用 10%甲醛溶液固定。
切片,HE 染色,进行病理学检查。检查结论如下:给
药 90d 时,A 组 5 只大鼠肝细胞脂肪变性;2 只大鼠
肾脏近曲小管上皮细胞高度水肿,轻度脂肪变性,
管腔变大,肾小管内可见红细胞管型,肾间质少量
炎细胞浸润。B 组 3 只大鼠肝细胞脂肪变性, 1 只
大鼠肾浊肿,其余各脏器未见明显异常改变。给药
180d 时,A 组、B 组和 D 组各脏器均正常,未见明
显病理改变;C 组 2 只大鼠肝细胞轻度脂肪变性,
其余脏器未见明显病理改变,恢复期时大鼠体重、
摄食量、活动、外周血象、重要器官脏器系数均
正常,生化指标检查,各给药组同空白对照组比较
肌酐升高,P<0.001。病理学检查,空白对照组和各
给药剂量组大鼠各脏器未发现病理改变。
3 讨论
3.1 本实验选用 SD 大鼠对腰痛宁胶囊进行了急
性毒性实验,测定了口服该药的 LD50 值。
实验发现,
大鼠急性毒性表现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雄性大鼠
口服腰痛宁胶囊的 LD50 比雌性高 7.66 倍。大鼠在
代谢和毒性反应上与人类较为接近[3],临床使用中
应注意该药急性毒性的性别差异。
腰痛宁胶囊是由马钱子、土鳖虫、全蝎、川
牛膝等十几味中药组成的复方制剂。其中马钱子
中的有效成分之一士的宁既是腰痛宁胶囊的有效
成分,也是其有毒成分[4]。据文献报道[5],士的宁对

大鼠的急性毒性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雄性大鼠的
LD50 大于雌性大鼠。大鼠口服腰痛宁胶囊表现出
的性别差异有可能是所含士的宁所致,进一步的根
据有待研究。一般来讲,动物毒性的性别差异机理
可能是性激素影响药物代谢转化的结果。至于腰
痛宁胶囊对大鼠出现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机理也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2 SD 大鼠口服腰痛宁胶囊的长期毒性实验中,
以 300,150,75,37.5mg/kg 4 个剂量(分别为临床成
人用量的 10,5,2.5,1.25 倍),对大鼠灌胃给药,与灌
胃蒸馏水的空白对照组比较,开始给药前 3 周各给
药组大鼠产生激惹现象,以后激惹现象逐渐消失,
出现适应耐受增强作用。长期大剂量服用腰痛宁
胶囊,对动物的一般状况、体重、摄食量、活动、
外周血象、主要脏器的重量系数检查无非常明显
影响,对肾功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恢复较慢,但对
肾脏组织结构无明显改变。建议肾功能不好的患
者慎用。通过对腰痛宁胶囊 180d 用药过程中各项
指标的观察,未发现长期毒性实验观察指标有性别
差异的毒性表现,综合分析认为,腰痛宁胶囊在规
定剂量下服用是安全可靠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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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91: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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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国.药物毒理学[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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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朱海,黄涛,等.马钱子的毒理学实验研究[J].中医

正骨, 2002, 14(3): 13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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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益.新药评价概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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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时珍国医国药》2005 年第 16 卷第 11 期第
1102-1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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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NF 和 NT-3 含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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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大鼠压迫损伤后腰神经根组织 BDNF 和 NT-3 的含量;探讨损伤后不同阶段神经根组织神经营养
因子的表达,及药物腰痛宁和弥可保对其表达的影响。方法:采用置入微型硅胶片法,建立大鼠腰神经根压迫性损伤模
型,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法),测定损伤后 30、60 天神经根组织中 BDNF 和 NT-3 含量,观察腰痛宁及弥可保等
药物干预对其表达变化的影响。结果:正常时,腰神经根组织中 BDNF 和 NT-3 有一定量的表达。损伤 30 天时明显升
高(P<0.01)。60 天下降接近正常组。损伤 30 天,腰痛宁组 BDNF、弥可保组 BDNF、NT-3 的表达明显低于模型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损伤 60 天,腰痛宁组 BDNF、NT-3 及弥可保组 BDNF 的表达均高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腰神经根压迫损伤 30 天时,损伤神经根组织 BDNF、NT-3 的表达自身保护性、反应性升高,
可能与促进损伤神经再生修复有关。腰痛宁、弥可保均可影响和调控损伤 30、60 天不同阶段神经根组织 BDNF、
NT-3 的表达,参与损伤神经再生修复过程。

[关键词] 腰神经根压迫;损伤神经根组织;BDNF、NT-3;腰痛宁;弥可保
[中图分类号] R-33 R74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205(2008)09-0023-03

Effect of Medicine on BDNF and
NT-3 Content in Nerve Root Compression Injury Rats
HOULijuan1

HAO Yinli2

WANG Yongju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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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s Hospital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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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Yaotongning (YTN) and Methycobal on BDNF and NT-3 in nerve root
compression injury rats.Methods:The nerve root compression injury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y inserting mini silicon film
to nerve root. ELISA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change of BDNF and NT-3 in nerve root tissue at the 30th and 60th day.
Results:The BDNF and NT-3 content in lumbar nerve ro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at the 30th day (P<0.01), and
recovered to the normal level at the 60th day. BDNF content inYTN and Methycobal groups and NT-3 in YTN group were
markedly lower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at the 30th day (P<0.01). And BDNF and NT-3 content of YTN group and NT-3
content in Methycobal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model group at the 60th day.Conclusion: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BDNF and NT-3 in nerve tissue at the 30th day when injury might result in damaged nerve tissue
regeneration. YTN and Methycobal can modulate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NT-3, which participate in the damaged
nerve tissue regeneration process.

Key words Lumbar nerve root; Compression injury, BDNF; NT-3; Yaotongning; Methycobal
因脊柱退行性病变,椎间盘突出、韧带肥厚、

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骨赘形成等因素所引起的神经根压迫损伤的发病

factors,BDNF)和神经营养因子-3 (neurotrophin-3,

逐年增多。神经根损伤后,保护损伤的神经元,减少

NT-3)含量的变化,以及腰痛宁和弥可保对其表达

或阻止神经元变性和死亡,促进神经纤维修复和再

的影响,以期从神经营养因子环节探讨中医药治疗

生,最大限度地恢复神经功能是研究的主要方向。

神经损伤修复的机制,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

本实验拟通过观察大鼠压迫损伤后腰神经根组织

和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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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5 观察项目测定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①神经根组织总蛋白的抽提从-80℃冰箱中

3 月龄雄性 SD 大鼠 70 只,体重 290±20g ,购

迅速取出神经根组织,快速称重,放入预冷的冰生

自上海市西普尔-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适应性

理盐水中,按 10%比例在冰冻下电动玻璃均浆机匀

饲养 2 天后随机分为 7 组,即正常组,30 天和 60 天

浆,4℃离心 3500rpm、15min,取上清液于离心管中,

模型组, 30 天和 60 天腰痛宁组,30 天和 60 天弥可

置于-20℃冰箱保存待测。②BDNF 及 NGF 含量检

保组,每组 10 只。

测 ELISA 法测定,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2 药物

1.6 数据处理

腰痛宁胶囊,河北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

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包分析数据,采用方差

司生产,0.3g/粒,国药准字 Z13020898;弥可保片,卫

分析两两均数比较的 LSD 法,对各组之间的差异

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生产,500μ g/片,国药准

进行检验。数据以 x ±s 表示。

字:H20030812。

2

1.3 试剂与仪器
BDNF 和 NT-3 ELISA Kit (美国普洛麦格生物

2.1

结果
30 天组别腰神经根组织 BDNF、NT-3 含量的

变化(见表 1)

技术有限公司), HangPing FA1004N 型电子天平

2.2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新芝 DY-89-1 型电

变化(见表 2)
3 讨论
神经根损伤后神经再生修复是当今研究领域
内的热点。广泛分布于靶细胞、神经元及邻近胶
质细胞的神经生长因子家族(nerve growth factors ,
NGFs),在神经系统发育和正常生理功能维持及神
经损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研究较清楚的是
神经生长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神经营养素
-3。NGF 广泛存在于动物体内,是神经系统中重要
的生物活性因子之一,主要是通过抑制神经细胞凋
亡来影响神经细胞的发育、生存[3]。而与 NGF 在
蛋白序列方面有高度的同源性的 BDNF,则是维持
和保护神经元(尤其是运动神经元)存活和生长的
最有效的生物活性物质[4],其由外周靶细胞分泌后,
主要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以自分泌和旁分泌的形
式参与神经元的发育、分化、正常存活,可促进受
损神经元的存活与再生,还可预防或改善某些神经
元的病理过程[5~7]。与 NGF 相比,NT-3 的特点是其
作用范围的广泛性,NT-3 对交感神经元、神经嵴和
基板来源感觉神经元、脊髓运动神经元、前庭和
螺旋神经节神经元、视神经节神经元、基底前脑
胆碱能神经元、
纹状体多胺能和 GABA 能神经元、
蓝斑肾上腺素能神经元、海马、皮层和小脑神经
元等,多种不同发育阶段的中枢和外周神经元具有
促存活和分化功能[8,9]。
所以,本文重点研究了大鼠腰神经根压迫损伤
后 BDNF 和 NT-3 含量的变化以及腰痛宁、弥可保

动 玻璃均 浆机 (宁波新 芝生 物科技 股份 有限公
司 ),5417R 型 冷 冻 离 心 机 ( 德 国 Germany 公
司),ZD-9556 水平摇床(江苏太仓科教器材生产厂),
Multiskan MK3 酶标仪(芬兰 Labsystem 公司)。
1.4 模型制备与取材
采用本研究所 1999 年建立的腰神经根压迫造
模方法[1]。大鼠经氯胺酮 0.10~0.12g/ kg 腹腔注射
麻醉后,以 L4、L5 椎体间隙为中心,后背正中切开
长度约 4cm ,逐层切开后暴露椎板,去除 L4、5 棘突、
椎板及右侧关节突,充分暴露马尾神经及右侧 L5
神经根,将 30±1.5mg 的硅胶片置于 L5 神经根与硬
膜囊交界处的腋部,局部固定,逐层缝合。术后第 2
天,腰痛宁组、弥可保组分别按人与动物体表换算
关系 [2]确定,相当于临床等效剂量,给予各药灌胃,
每天灌胃 1 次。正常组、模型组造模后常规饲养,
不作任何处理。于术后 30 天,正常组、模型组、腰
痛宁组、弥可保组分别按人与动物体表换算关系[2]
确定,相当于临床等效剂量,给予各药灌胃,每天灌
胃 1 次。正常组、模型组造模后常规饲养,不作任
何处理。
于术后 30 天,正常组、
模型组、
腰痛宁组、
弥可保组和 60 天模型组、腰痛宁组、弥可保组的
大鼠,经氯胺酮腹腔注射麻醉后,暴露右侧 L5 神经
根出硬膜囊处硅胶片压迫区,快速取出神经根组织
放进液氮中,后转入-80℃冰箱中保存。

60 天组别腰神经根组织 BDNF、NT-3 含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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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表达的影响,初步探讨了神经根压迫损伤后神
经营养因子的生物学作用及药物干预对促进损伤

神经再生修复的机制。

表 1 30 天组别腰神经根组织 BDNF、NT-3 含量(pg/ml, x ±s)
组别

n

BDNF

NT-3

正常组

6

49.50±5.15**

28.18±3.73**

30 天模型组

6

105.27±27.92

30 天腰痛宁组

6

72.35±12.10

30 天弥可保组

6

51.97±8.98

▲▲

△**

▲▲

49.87±14.43
44.07±7.07

△**

▲▲▽

27.12±2.50

△**

注:与正常组比较:▲P<0.05,▲▲P<0.01,△P>0.05;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 ▽P>0.05。以下表格同此说明。

表 2 60 天组别腰神经根组织 BDNF、NT-3 含量(pg/ml, x ±s)
组别
正常组
60 天模型组
60 天腰痛宁组
60 天弥可保组

n
6
6
6
6

3.1 神经根损伤后 BDNF、NT3 含量变化及意义
大量的研究已提示 BDNF 和 NT-3 对促进神经
元损伤的修复、再生等亦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0~13]。
倪师今等 [14] 研究发现外周支和中枢支切断后,背
根节内 BDNF 和 NT-3 的阳性细胞数均较正常者有
不 同 程 度 升 高 ,表 明 损 伤后 可 致 背 根 节神 经 元
BDNF 和 NT-3 表达增加,而这些变化可能有利于
损伤神经元的修复。其它文献亦报道,坐骨神经切
断后 10 天,神经远端 BDNF 及 trKC mRNA 的表达
亦明显升高,其增高水平为 NGF mRNA 的 10 倍,
其时空表达模式也与 NGF mRNA 有所不同。在神
经损伤后 3 天 BDNF mRNA 开始缓慢增加,至 3~4
周达到最高峰[15,16]。所以 BDNF 表达上调可抵御
神经元损伤,即对其有保护作用[17]。本研究结果发
现正常组神经根组织中 BDNF、NT-3 的表达较低,
在压迫损伤 30 天表达明显升高,这与上述文献报
道大致相似。说明损伤的神经根组织具有自我保
护的能力,BDNF、NT-3 作为有营养和神经保护作
用的关键因子,当面对损伤等应激状态时,具有自
身调节保护作用,存在自我调控的能力,通过其高
表达,促进损伤神经元的修复。
在损伤 60 天神经根
组织中 BDNF、NT-3 的表达下降,说明其表达具有
时效性。
3.2 腰痛宁及弥可保对损伤腰神经根 BDNF、
NT-3 表达变化的影响
我们研究表明,损伤 30 天组别中腰痛宁组

BDNF
49.50±5.15
47.04±4.47

NT-3
▽
△
▲*

71.68±12.92

▲*

75.29±29.06

28.18±3.73
28.78±2.98

▽

△▽

39.19±4.21

▲*
△▽

37.56±11.42

NT-3 与模型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腰
痛宁组 BDNF、弥可保组 BDNF、NT-3 的表达低
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可能药物干
预后,30 天损伤神经根组织应激性表达升高的自
身调节保护作用不再是主要的环节,因此表达下降。
损伤 60 天组别,腰痛宁组 BDNF、NT-3、弥可保组
BDNF 仍维持高表达,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弥可保组 NT-3 表达虽有一定升高,但与
模型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腰痛宁、
弥可保等药物干预后,可能通过影响和调控损伤
30、60 天不同阶段的神经根组织 BDNF、NT-3 的
表达,参与损伤神经再生修复。
西药弥可保是临床常用的药物,国内外一些实
验和临床研究已表明:由于该甲基的存在,参与了
生物转甲基的作用,并参与核酸、蛋白质的合成,
能很好地转移进入神经细胞组织的细胞器,对损伤
后的周围神经有促进其恢复的作用,疗效较好,但
制剂工艺复杂,价格昂贵,临床常规用药困难较大。
中医药具有多靶点、多方位、多途径治疗作用及
效卓价廉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大量实验显示中药具有促进周围神经损伤后神经
营养因子的表达,保护受损神经元和促进神经修复
的作用。中药腰痛宁胶囊的主要成分有马钱子、
僵蚕、乳香、没药、麻黄、苍术、甘草等中药,其
中以马钱子通络散结,消肿止痛为君;配以僵蚕熄
风通络,乳香、没药活血化瘀、通经舒络为臣;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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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温经通络以除湿邪为佐;甘草调和诸药并制
马钱子之烈性为使。全方具有化瘀通络、消肿止
痛的作用。因此,腰痛宁可能充分发挥了扩张神经
外周及机体全身组织内部血管作用,改善损伤神经
组织微循环,提高微动脉的血流量,增加对神经再
生物质的供给,促进具有双向性的轴浆流恢复,使
损伤神经根组织 BDNF、NT-3 在损伤 60 天仍维持
高表达,促进损伤神经的修复。
本研究探讨了腰神经根损伤组织中 BDNF、
NT-3 表达变化,揭示了腰神经根压迫损伤后神经
损伤再生修复的机理。发现中药腰痛宁可影响和
调控损伤神经根组织 BDNF、NT-3 的表达,促进神
经的修复,有类似于西药弥可保的作用。为不断阐
述中医药治疗腰神经根压迫损伤的作用机制提供
了实验依据,亦体现了中医在临床应用中的特色及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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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临床研究²

复方马钱子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40 例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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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庄
（唐山煤矿医学院附属医院 063000）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常见病，其基本病变
为椎间盘的髓核向后突出（纤维环撕裂）
，压迫神
经根，引起坐骨神经痛。过去多采取外科手术治
疗，摘除突出的椎间盘 [1]。近几年国内外除用手
术治疗外，尚有以各种推拿转复手法治疗 [2-3] 。
1971~1974 年，我们选用民间治疗“腰腿痛”验
方复方马钱子散[4]治疗本病 40 例，其中 25 例经
随访 2 年，疗效比较满意。现总结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
（一）一般资料：本组 40 例，男 35 例，女
5 例。年龄 20~30 岁 29 例，31~40 岁 8 例，41 岁
以上 3 例。工人 15 例，农民 20 例，其他职业 5
例，以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壮年为多。起病有明确
腰部扭伤史者 31 例，经常坐卧湿冷者 6 例，不详
者 3 例。就诊时病程在 6 个月以内者 18 例，7 个
月~1 年者 10 例，1+~2 年者 6 例，2 年以上者 6
例。
（二）临床表现：全部病例均有腰部疼痛，
活动时向一侧臀部及下肢放射。
腰 4、5 旁有压痛点，
直腿抬高试验（Lasegue 氏征）阳性，多数为 20
度角左右。沿小腿外侧向下皮肤感觉减退，拇趾
背屈无力。3 例有鞍区感觉减退及尿潴留。24 例
腰椎 X 线摄片检查，18 例腰椎有侧弯，5 例侧位
片示椎间隙有前窄后宽或前后等宽等反常改变，3
例腰 4、5 椎间隙狭窄。
药物和制法
（一）药物制作：本组所用药物由我院制药
厂自制。取土鳖虫、川牛膝、甘草、麻黄、乳香、
没药、全蝎、僵蚕、苍术各 720 克，生马钱子 6000
克为一料。将生马钱子置铁锅中，加水适量，慢
火煮沸，8 小时后取出，剥去外皮，切成 0.5~1 毫
米厚之薄片，晾干，炒至呈均匀的棕褐色。乳香、
没药置铁锅内，加热，并以灯芯去除油质，烘干。
全部药物混合粉碎后过 100~120 目筛，粗渣再次
粉碎，使全部过筛成末。混匀，分装成胶囊，每
粒含散剂 0.25±0.05 克。炮制后马钱子约占总量
的 40%。
（二）剂量及用法：每晚临睡前服药一次，
每次 5~10 粒，用黄酒 30~60 毫升加适量白开水送
服。不饮酒者可酌减酒量。忌用茶水送服。药量

自小量（5 粒）开始，每晚增加 1 粒，至服药后出
现腰痛加重或腰背有紧麻感的反应时即不再增量，
但服药量最多不宜超过一次 10 粒。服药后应安静
卧床，当晚不宜饮多量开水。连续服药 2 周为 1
个疗程。每一个疗程间宜停药 2~3 天。病情完全
缓解后每晚可减服 1~2 粒，续服 2~3 周以巩固疗
效。服药期间不宜作剧烈运动。
（三）治疗反应及注意事项：按上法服药后
1 小时内可见有头眩、脊背发麻或腰背肌群有紧缩
感等症状，但反应多轻，无需处理，能自行恢复。
如反应较重，腰痛剧烈，可饮白开水一碗或肌注
苯巴比妥钠 0.1 克。服药后 3~10 天内，多数患者
述腰腿痛略加重，继续服用则逐渐减轻。部分患
者于开始服药后 1 周左右时间，皮肤可有轻度瘙
痒或出现粟米样红疹，数天后可自行消退。治疗
过程中多数患者均述食欲及睡眠改善，未见有其
他明显副反应。有严重心、肝、肾疾患以及孕妇
忌服。
疗效观察
一 疗效标准：连续治疗 1~3 个月后判定疗
效。
（一）临床痊愈：腰腿痛症状已消失，直腿抬
高试验达 80 度角以上，恢复原工作者；
（二）显
著进步：疼痛基本解除，恢复原工作，但剧烈活
动时仍有轻度受限，直腿抬高试验达 60 度角以上
者；
（三）进步：症状比治疗前有所减轻，直腿抬
高试验有进步，仍不能恢复原工作者；
（四）无效：
连续治疗 3 个月症状未见改善者。
二 治疗结果：本组 40 例，临床痊愈 24 例
（60%）
，显著进步 10 例
（25%），进步 4 例
（10%）
，
无效 2 例（5%）
。总有效率 95%，痊愈及显著进
步率占 85%。疗效开始出现的时间，多数病例在
药后第二周和第三周，分别为 12 例和 22 例。
40 例中获随访 2 年以上者 25 例。其中临床痊
愈 17 例，疗效均巩固；显著进步 4 例，内 1 例复
发，3 例于停药半年后获临床痊愈，随访期间疗效
稳定；进步 3 例，与停药 1~2 个月后又治疗 1 个
疗程，2 例获临床痊愈，1 例获显著进步；无效 1
例改去外地诊治。
三 病案举例：
例一：李³³，男，38 岁，社员。1971 年 10

²54²

腰痛宁胶囊研究论文汇编

月 5 日就诊。主诉：腰腿痛不能参加劳动 2 年余，
下地行走需人搀扶，蹲下不能自己站起，卧床翻
身需人扶持，腰部活动时疼痛向左股后放射，曾
在某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试用推拿方法
治疗，因剧痛未能进行。检查：左小腿外侧感觉
迟钝，膝腱反射消失，拇趾背屈无力，腰 5 左旁有
压痛点，叩之痛向下肢放射。X 线摄片示腰 4、5
椎间隙狭窄，脊柱侧弯。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因求治心切，第 1 次即服 10 粒，半小时后腰
痛剧烈，腿肌有紧缩感，疼痛难忍，经肌注苯巴
比妥钠 0.1 克后逐渐减轻。
第 2 天乃遵医嘱按常规
法由 5 粒开始服用，每晚递增 1 粒，增至 10 粒而
维持用量。1 周后疼痛减轻，20 天后能扶杖下地
活动，2 个月后腰腿疼痛完全消失而参加农业劳动。
随访 3 年无复发。
例二：杨³³，男，47 岁，干部。1974 年 7
月 23 日就诊。主诉：3 年前因在水库工作，经常
坐卧湿地，渐觉腰部及左腿疼痛，时轻时重。近 1
年来逐渐加重，不能下床活动，翻身亦需人扶持。
曾住某院，诊断为椎间盘突出症，拟行手术治疗。
检查：腰 5 及骶 1 旁有敏感之压痛点，疼痛向左下
肢放射。沿左侧小腿外侧及后面感觉明显减退，
鞍区感觉减退。左腿膝反射消失。直腿抬高试验
阳性，直腿抬高达 20 度角.腰椎 X 线摄影见腰 4、5
椎间隙左宽右窄，腰 3、4、5 均呈唇样骨质增生，隐
性骶椎裂。诊断为椎间盘突出症。按常规法服用
马钱子散，开始服用 5 粒，以后每晚递增 1 粒，
增至 10 粒而维持用量。3 周后能扶杖下床行走，3
个月后疼痛消失，直腿抬高试验 80 度角以上。恢
复原工作已 5 年，随访未复发。
讨论与体会
复方马钱子散是民间治疗“腰腿痛”的经验
方，今试用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取得较满意的
疗效。
本组 40 例，
临床痊愈及显著进步率占 85%。
其中 25 例曾随访 2 年以上，疗效稳定，部分有效
病例尚能继续好转，半年后达到临床痊愈，复发
率低
（随访有效病例 24 例中，
只复发 1 例，占 4%）
。
此方有药物 10 种，多具有活血祛风、消肿散结的
作用。但治疗剂量需达到腰背肌群有紧麻感或腰
痛加重时方能有效，故方中马钱子的作用实不容
忽视。清代《外科全生集》在治疗“手足不仁、
骨节麻木”的一个含马钱子的复方中，亦要求一
次服用量要达到“痛处更痛，麻处更麻，头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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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等反应，并说：
“如服后不觉痛麻，必要服至
[6]
知觉方止” 。此等反应与我们所观察到的治疗
反应类似，这说明马钱子是复方取效的关键性药
物。
马钱子含士的宁（Strychnine）等多种生物碱。
药理实验证明，士的宁能选择性地兴奋脊髓，改
善骨骼肌的无力状态，引起骨骼肌强直。曾有文
献报告腰椎间盘突出后局部椎间隙大多出现狭窄
及其他异常改变，而脊柱的抗痛性侧弯是造成椎
体失衡的重要因素[5]。因此可以设想，复方马钱
子散之所以能治疗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是士的宁
对脊髓产生兴奋作用而引起腰背肌群的一致性收
缩，继而调整失衡的椎体，有利于髓核还纳的结
果。本组病例多数在症状改善前先有一段疼痛加
重的时期，这可能就是失衡之椎体的调整过程。
此外，复方中其他药物（如乳香、没药等）可能
对消退局部炎症也有一定作用。
使用方法中要求睡前黄酒送服，这一点很重
要。因为酒类能增加粉剂中士的宁的溶解度，并
能促进血液循环，是药物在体内迅速吸收，发挥
作用。部分患者开始服药时曾以白开水送服，未
见治疗反应，效果较差；以后改用黄酒送服同一
药量，出现治疗反应，疗效出现较快。
复方马钱子散的治疗反应个体差异较大，有
服药 5 粒即有反应者，有服用 10 粒方有轻微反应
者，故要求用药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至反应
量而维持，但最大剂量不宜超过 10 粒。本组大部
分病例每次用药量在 8~10 粒而未见发生严重毒
性反应。但有 2 例因未按照规定方法服药，反应
较大。其中一例第一次即服 10 粒，服后半小时左
右自觉腰腿部肌肉有紧麻感，并见有微小颤动，
腰腿疼痛加重，经肌肉注射苯巴比妥钠 0.1 克后方
缓解。另一例曾超量服药达 13 粒后，腰腿及面肌
均感发麻，饮白开水两碗后方逐步缓解。
本药制作简单，价格低廉，使用方便，效果
良好。但由于马钱子过量后会导致严重毒性反应，
故宜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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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马钱子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80 例临床观察
王志文

顾跃臣 陈景华

贺继武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郭晓庄

063000）

提要 复方马钱子散治疗腰突症结果，临床痊愈 99 例，显效 52 例，有效 26 例，无效 3 例。疗效分析发现，复方
马钱子散对病程短者及有治疗反应者疗效为佳。本方的治疗结果为中医治疗腰突症提供了一种新的借鉴。

关键词：复方马钱子散 腰椎间盘突出症

1980 年曾首次报道自制复方马钱子散(科研
用名二号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下称腰突症）
有较好疗效。为进一步探讨治疗过程中所出现的
反应及影响疗效的因素，我院中西医结合关节炎
门诊于 1984 年 3 月至 1985 年 3 月用该药再次治
疗腰突症 180 例，并分别随访 1~3 个月。现总结
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本组 180 例，男性 105 例，女性
75 例，男女之比为 4：2.8。20~30 岁 47 例，31~40
岁 63 例，41~50 岁 41 例，50 岁以上者 29 例，工
人 98 例，农民 37 例，脑力劳动者 33 例，家务 7
例，学生 5 例。以青壮年及体力劳动者居多。初
诊时病程在 1 年以内者 99 例，1 年以上至 2 年者
34 例，2 年以上者 47 例。病程最长 27 年，最短
20 天。
诊断标准：（1）腰痛并沿坐骨神经走行的方
向呈放射痛，咳嗽或大小便时能诱发疼痛加剧。
（2）
腰痛局限，在棘旁或棘突间有局限性深压痛，并
向患侧下肢放射。
（3）Laségue 氏征及加强试验阳
性。（4）腰部扭伤史。
（5）腰椎曲度改变，可见
腰部僵直，生理前凸消失或脊柱侧弯。
（6）感觉

过敏或减退。（7）病侧跟腱反射及膝腱反射减弱
或消失。（8）X 线检查，可见腰生理曲度变直，
或椎间隙变窄，不等宽或相邻椎体边缘有骨赘增
生。（9）肌电图检查，提示神经元性病变。（10）
椎管造影检查，可见造影剂充盈缺损或压迹存在。
以上一、二、三项为诊断本病的必要条件，
四、五、六、七、八、九项为参考项目，第十项
只于诊断可疑时检查。
临床表现：本组 180 例全部有上述一、二、
三项表现。另有腰部外伤者 75 例，占 41%；咳嗽
或腹压加大等因素诱发疼痛加剧者 117 例，占 65%，
腰生理曲度变直者 72 例，占 40%；脊柱侧弯者
68 例，占 32%；跟腱反射与健侧对比，减弱或消
失者 112 例，占 62%；小腿后外侧及足背外侧感
觉减退者 48 例，占 23%。138 例做了腰椎正侧位
片 X 线检查，腰间隙变窄或不等宽者 30 例，占
21.7%。14 例做了肌电图检查，均提示神经元性
病变。3 例椎管造影检查，均提示有造影剂充盈缺
损或压迹存在。
方剂组成：马钱子、土鳖虫、牛膝、麻黄、
僵蚕、全蝎、甘草、乳香、没药、苍术。其组成
及炮制同 1980 年首次报道：将制成的散剂分装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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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每粒胶囊含生药 0.30±0.05 克。
治疗方法：每晚于睡前半小时服药一次，每
次 4~8 粒（含生药 1.2~2.4 克）
，以黄酒 30~50 毫
升或兑少量白开水送下。
首次服用均以 4 粒开始，
逐日增加一粒，最多 8 粒。于增加剂量过程中如
发现腰痛加重或腰背肌有僵凝感等治疗反应时，
即不再增加剂量而以此量或减一粒为维持量，继
续用药，随着病情好转，此种反应即逐渐消退。
如服至 8 粒仍无上述反应，亦不再增加剂量，即
以 8 粒为维持量。本组病例规定一个疗程为一个
月，疗程结束如未达到满意疗效，可停药三日，
继续用药。服药期间注意休息，避免剧烈活动或
神经紧张的工作。严重心、肝、肾疾患及孕妇忌
服。
治疗结果
疗效标准：临床痊愈：腰腿痛完全消失，
Laségue 氏征达 70 度角以上，趾背屈力及跟膝
腱反射恢复同健侧，能从事原工作。显著疗效：
疼痛解除，但剧烈活动仍有轻度不适，Laségue 氏
征达 70 度角以上，能恢复原工作。有效：疼痛明
显减轻，Laségue 氏征有进步，能够参加轻工作。
无效：连续治疗 3 个月，症状未见改善。
治疗结果：本组 180 例，用药最短两周，最
长三个月。临床痊愈 99 例，显著疗效 52 例，有
效 26 例，无效 3 例。
疗效分析
（一）与病程关系：初诊时病程 1 年以内者
99 例，达到临床痊愈 62 例，占 62.62%；显著疗
效 23 例，占 23.23%；有效 13 例，占 13.13%；无
效 1 例，占 1.01%。病程 1~2 年者 34 例，达到临
床痊愈 17 例，
占 50%；
显著疗效 7 例，
占 20.58%；
有效 8 例，占 23.52%；无效 2 例，占 5.88%。病
程 2 年以上者 47 例，
达到痊愈 20 例，
占 42.55%；
显著疗效 22 例，占 46.8%；有效 5 例，占 10.63%。
将病程 1 年以内与 2 年以上的痊愈率相比较：
X2=5.23693，P＜0.05，差别有显著意义。说明复
方马钱子散治疗腰突症虽对病程长者疗效亦较好，
但以病程短者疗效最佳。
（二）与治疗反应的关系：服药期间，大部
分患者于治疗初期每次服药后一两小时内出现腰
腿痛加重及腰背部肌肉有僵凝感，或偶有腰腿部
肌肉轻微颤动。此种反应约一两周后即逐渐消退，
称为治疗反应。过去我们曾观察到有治疗反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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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较好，当时因病例数较少未作统计处理。本
组病例有 102 例出现治疗反应，痊愈者 72 例
（70.59%），显著疗效 24 例（23.53%），有效 6
例（5.88%）
。无治疗反应者 78 例，痊愈者 27 例
（34.62%），显著疗效 28 例（35.8%），有效 20
例（25.64%）
，无效 3 例（3.84%）
，有治疗反应与
无治疗反应的痊愈率相比较 X2=23.1097，P＜0.01，
差别有非常显著意义。说明治疗反应确实有益于
腰突症的恢复。
服药反应：按本文规定剂量服用，均无明显
副作用。有 7 例出现少量红色点状斑丘疹，9 例一
过性头晕，均不需处理，继续用药自行消退。治
疗前大部分病例作了心、肝、肾等方面检查。治
疗结束时复查血压者 77 例，复查血、尿常规者 64
例，复查肝功能者 21 例，复查心电图者 42 例，
均未见明显改变，说明该药对心、肝、肾、血液
系统无毒性作用。
病案举例
患者宋³³，男，
59 岁，
农民。病历号：84163。
主诉腰及左下肢疼痛 6 年，时轻时重。1984 年 6
月，腰腿痛突然加剧，痛如刀割，不能活动，咳
嗽时加剧，二便失去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经本
市某医院针灸、按摩及中药治疗均无效果，必须
肌注杜冷丁才能使疼痛缓解。检查时腰部强直，
侧弯突向左，腰大肌紧张，活动受限，L4、5 棘突
左缘有局限压痛并向左小腿外侧放射，跟腱反射
减弱，Laségue 氏征 45 度角，加强试验阳性，左
小腿及足背感觉迟钝，左趾背屈力较健侧弱。X
线检查：腰椎正常曲度消失有侧弯，L4、5 椎间隙
变窄，L1~5 椎体有唇样增生，诊断为腰突症。经
服复方马钱子散 10 天，症状明显减轻，已能下床
活动，二便逐渐能控制。治疗 75 天，症状完全消
失，Laségue 氏征 80 度角，恢复原工作。随访半
年未复发，判定为痊愈。
讨论
（一）含马钱子散的中药复方治疗腰腿痛是
祖国医学遗产中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明²
《本草
纲目》盛称马钱子主治 120 种病。清²
《外科全生
集》用含马钱子复方治疗骨节疼痛麻木有效。近
代各种验方汇编及教科书收录此类方剂治疗腰腿
痛已屡见不鲜。我们用自制复方马钱子散先后治
疗 220 例腰突症，其痊愈率为 55~60%，总有效率
为 95~98%，为腰突症提供一种效果较好的药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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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法。
（二）该中药复方对腰突症、坐骨神经炎都
有优越疗效。作用机制除能调整失衡椎体外，还
可能包括消退非特异性炎症。据 Hirsch 研究，腰
突症所引起的疼痛与局部组织的非特异性炎症有
关。由于破裂的纤维环原已存在退行性变，通过
自体免疫机制产生富有血管的结缔组织反应。这
种反应在外来压力及局部化学因素的作用下激惹
敏感的神经末梢感受器发生疼痛。蒋位庄等 [5]也
观察到局部麻醉作椎间盘切除术时，只要轻微刺
激突出物或附近结缔组织，就会出现敏感的疼痛
反应。该中药复方中马钱子所含士的宁吸收后能
兴奋脊髓，可能改善周围神经的营养代谢，有利
于消除慢性炎症。土鳖虫、乳香、没药等活血化
瘀药能改善局部循环，既有利于消除炎变，又有
利于清除病理产物。甘草含甘草次酸具有抗炎及
抗变态反应作用。下一步我们拟制作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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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验方法探讨治疗机理。
（三）本文 180 例有 102 例于治疗初期出现腰腿
痛加重及腰背肌僵凝感。过去我们曾观察到用复
方马钱子散治疗腰突症出现此类反应者疗效高。
本文 180 例出现治疗反应与不出现治疗反应的痊
愈率相比较，前者痊愈率较高，进一步证实了这
一观点。治疗反应的出现与药物剂量及个体耐受
性差异有关。增加剂量虽然能使更多病例出现治
疗反应以提高疗效，但考虑到服至 8 粒以上部分
病例治疗反应较重，不良反应亦较多，故我们认
为宜把剂量控制在 8 粒以下为妥。本组病例只选
择疗程两周到三个月以内者。如果延长治疗时间，
将提高疗效，故不宜增加剂量以追求治疗反应。
（本文原载于《上海中医药杂志》1986 年第 4 期第 26-28
页）

腰痛宁治疗煤矿工人慢性腰腿痛
（101 例双盲对比疗效观察）

郭晓庄

罗海儒

王志文 陈景华

顾跃臣

张健

贺继武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关振芳

孟令辉 李树新

赵辉

王莲瑞

（开滦煤矿荆各庄矿医院）

近年应用腰痛宁（二号散，复方马钱子散）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取得较好疗效，并认为其疗
、
效机制可能与消退非特异性炎症有关[1 2]。为了进
一步探索该药的适应症，我们于 1986 年 3～5 月
对 101 例煤矿工人慢性腰腿痛患者用腰痛宁和小
活络丹作了双盲对比疗效观察，治疗观察时间 28
天，总结报道如下。
一般资料
接受本项治疗的患者共 101 例，均为煤矿工
人，其中井下工人 80 例。年龄最小者 23 岁，最
大者 55 岁，病程最短 1 年，最长 31 年。在性别，
年龄，病程方面两组间均无明显差异。见表 1。
临床诊断及病情分级

临床诊断：本文 101 例腰腿痛包括腰肌纤维
炎、腰肌劳损、棘间韧带炎、风湿痛。诊断标准
按教科书通用标准，两组病种分布无明显差异，
见表 2。
病情分级
轻型：经常有自觉疼痛及触痛，但程度较轻。
不需常服止痛药，仍可参加劳动。
中型：自觉疼痛及局部触痛较重，服止痛药
可暂时缓解，只能从事轻体力劳动。
重型：自觉疼痛及局部触痛均较重，服止痛
药不能缓解，活动受限，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两
组病情程度分布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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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煤矿工人腰腿痛一般资料分布
性别
组别
腰痛宁组 n=55
小活络丹组 n=46

年龄（岁）

男

女

51
41

4
5

病程（年）

M±S X

M±S X

42.09±1.04
41.9±1.33

6.14±0.74
6.39±0.81

P＜0.5

P＞0.5

T 检验

表 2 两组病种分布
组别

腰肌纤维炎例数（%）

腰肌劳损例数（%）

棘间韧带炎例数（%）

风湿痛例数（%）

腰痛宁组 n=55

19（34.54）

14（25.45）

11（20）

11（20）

小活络丹组 n=46

17（36.95）

12（26.08）

11（23.91）

6（13.04）

X2=0.941，P＞0.5

表 3 两组病情分级比较
组别

轻型例数（%）

中型例数（%）

重型例数（%）

腰痛宁组 n=55

3(5.45)

34(61.82)

18(22.72)

小活络丹组 n=46

3(6.52)

26(56.52)

17(36.59)

X2=0.055，P＞0.5

观察方法
药物制备及用法
腰痛宁胶囊：含马钱子、土虫、牛膝、僵蚕、
麻黄、全蝎、甘草、乳香、没药、苍术。组成分
装胶囊。
小活络丹：含胆南星、制川乌、制草乌、地
龙、乳香、没药。组成按药典规定，作成粉剂分
装胶囊。
两种药物的外观、重量完全一致。处方统称
为腰痛宁。每日 1 次，于晚睡前半小时服药。量
人虚实，每次剂量 4 粒至 8 粒，大部分患者均服 6
粒至 7 粒。以黄酒 30～50ml 送下。
给药方法：本文 101 例均为门诊患者，疗程 1
个月。治疗期间力求与用药前的工作条件及生活
环境保持一致，停服其他药物及避免心理因素及
其他因素干扰，按病种依就诊先后顺序分组给药。
奇数为腰痛宁组，偶数为小活络丹组，治疗期间
经诊医师经常随访，注意用药过程中的病情变化
及药物反应，疗程结束后 30 天左右复诊。先由经
治医师逐例判定疗效，然后再由药房专人区分组

别，进行疗效统计。
治疗结果
疗效判定标准
显著疗效：自觉疼痛及触痛比治疗前明显减
轻或消失，能参加正常劳动，并维持疗效 1 个月
以上。
有效：仍有自觉疼痛及触痛，但比治疗前减
轻，疗效维持 1 个月以上。
无效：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
疗效对比见表 4。
两组显著疗效率及总有效率均有极显著差别。
腰痛宁组的疗效优于小活络丹组。
不良反应：两组均有少数患者服药后有轻度
胃部不适及头晕。有些患者的反应与饮酒有关，
另外，腰痛宁组 1/5 患者于服药 1 周内局部疼痛
加重，为药物正常反应，无碍治疗，继续治疗症
状多迅速好转。腰痛宁组有 1 例出现少量皮疹，1
、
周左右消退，与我们过去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致[1
2]
.不良反应的出现率两组无明显差异。

表 4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显著疗效例数（%）

有效例数（%）

无效例数（%）

总有效率例数（%）

腰痛宁组 n=55

15（27.27）

28（50.9）

12（21.82）

43（78.18）

小活络丹组 n=46

5（10.86）

17（36.59）

24（52.17）

22（47.82）

2

X =10.9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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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炎症[3]。这些作用可能是临床取效的关键，本
项实验证明腰痛宁的疗效优于小活络丹，值得进
一步研究推广。
3 服药初期两组病例均有少数患者出现胃部不
适及头昏，统计处理无显著差异，且症状很轻，
无碍治疗，腰痛宁组有较多病例于服药初期局部
疼痛加重，但为一过性，此为腰痛宁的治疗反应，
两周后症状迅速好转，腰痛宁对心、肝、肾及血
、
液系统无毒性反应，过去已进行过临床观察[1 2],
故本文试验未再列为观察项目。
参考文献

讨论
1 腰痛宁和小活络丹治疗煤矿工人慢性腰腿痛
101 例疗效观察。研究方法采用双盲对比法，治疗
结果，腰痛宁组 55 例，显著疗效率为 27.27%，
小活络丹组为 10.86%，总有效率腰痛宁组为
78.18%，小活络丹组为 47.82％。经 X2 统计两组
疗效有极显著差异，腰痛宁组优于小活络丹组。
2 本文腰痛病因虽不尽相同，但多为慢性非特异
性炎症。由于病因不很清楚，目前治疗多为对症
治疗，故积极探索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实为必需。
从中医学术观点来看，这类疾病有共同的病因病
机。病因多为风寒湿邪入侵，病机为气滞血瘀。
腰痛宁及小活络丹成份均有除风胜湿、活血止痛
作用，异病同治虽不辨证，辨证已寓其中，故都
能取得一定疗效。据现代药理学研究，活血化瘀
药多能改善微循环、增强免疫机制、消退非特异

[1]

郭晓庄。中医杂志，1980；21（7）
：44

[2]

王志文，等。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6；
（4）
：26

[3]

陈可冀，等。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3；3（3）
：134

（本文原载于《临床医学杂志》1987 年第 3 卷第 4 期第
229-231 页）

腰痛宁的临床实验研究
张德蕴 1 王志文 2
（1 北京铁路分局承德医院

腰痛宁（科研用名 II 号散、复方马钱子散）
是治疗腰腿痛的有效药物。十三年来，我们用该
药共治达两万余人。在系统观察四百余例临床疗
效的基础上，最近对该药进行了前瞻性、随机性
双盲对比观察，现综合报道如下：
一 药物的制备及用法
㈠ 药物组成
炙甘草、川牛膝、麻黄、乳香、没药、苍术、
制马钱子（士的宁含量为 1.15%）等。
㈡ 制作方法
首先测定马钱子粉中士的宁含量。按《中国
药典》规定的含量测定的方法测定。[1]含士的宁
以干燥品计算，不得少于 1.15%，按马钱子含量
投料（按士的宁的 1.15%投料）
，其余药物粉成细
粉，过 120 目筛，与马钱子粉混匀，过 80 目筛 4
次，以达到充分混合，然后分装成胶囊，每粒含
生药 0.3±0.05 克，含总碱 1.15～1.58 毫克。[2]
㈢ 急性毒性试验的测定（LD50）
：

2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LD50 为 406～586 毫克/公斤。[3]
㈣ 亚急性毒性实验
分别采用 0.195 毫克/克/日，0.130 毫克/克/日
及对照组，给小白鼠灌胃 28 天，观察小白鼠生长
情况、血液指标、肝功、病理学检查。采用二因
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表明：在较
长时间内用 II 号散对动物生长、发育及血液系统、
肝功、心、肝、脾、肾均无损害。可以认为长期
服用腰痛宁对其相应的部位没用损害作用。[4]
㈤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成人每次口服 4～6 粒，一般开始剂量为 3 粒，
逐日增加 1 粒，但最多不得超过 6 粒。每晚睡前
半小时左右服药一次，用 30～50 毫升黄酒冲服，
药后不宜下床走动、喝水，以免影响疗效。连服
四周为一个疗程，每个疗程间停药 2～3 天，病情
缓解后，每晚可服 1～2 粒，连服 2～3 周以巩固
疗效。
用药半小时左右，可觉轻度头昏，脊背与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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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有麻感，肌肉略发强或轻微颤动，属一般治疗
反应，不必惊惧，如因过多服药，反应过重，有
牙关紧闭症状时可饮两碗白开水，反应会逐渐消
失。严重肝、肾疾患者不宜服用。
㈥ 疗效标准
痊愈：腰痛完全消失，Lasegue 氏征达 70°
角以上，指背屈力恢复同健侧，恢复原工作，随
访 1～3 月无复发；显效：疼痛基本消失，能恢复
原工作，但剧烈活动仍有轻度不适，
，Lasegue 氏
征达 70°角以上；有效：腿疼明显减轻，
，Lasegue
氏征较治疗前有所提高，但可参加工作；无效：
连续服药三个月，症状未见改善者。
二 临床双盲法疗效观察
㈠ 腰痛宁双盲对照法治疗慢性腰腿痛 101
例观察：[5]
1 一般资料：接受治疗者 101 人，均为煤矿

工人，其中井下工人 80 例。年龄最小 23 岁，最
大 55 岁，病程最短一年，最长 31 年。在性别、
年龄、病程方面，两组均无明显差异。（见表 1）
表1

两组病人一般分布
性别

年龄（岁）

病程

男

女

X ±SE

X ±SE

腰痛宁组 n=55

51

4

42.09±1.04

6.14±0.74

小活络丹组 n=46

41

5

41.9±1.33

6.34±0.81

t 检验

P＞0.5

P＞0.5

2 临床诊断：本文 101 例腰腿痛，包括腰肌
纤维炎，腰肌劳损、棘间韧带炎、风湿痛。诊断
标准按教课书通用标准[6]。两组病种分布情况无
明显差异。
（见表 2）
表 2 两组病种分布

腰肌纤维炎例数（%）

腰肌劳损例数（%）

棘间韧带炎例数（%）

风湿病例数（%）

腰痛宁组 n=55

19（34.54）

14（25.45）

11（20）

11（20）

小活络丹组 n=46

17（36.95）

12（26.08）

11（23.91）

6（13.04）

2

X =0.941，P=0.815

3 病情分级：轻型：经常有自觉疼痛及触痛，
时缓解，只能从事轻体力劳动。重型：自觉疼痛
但程度较轻，不需常服止痛药，仍可参加劳动。
及局部触痛较严重，服止痛药不能缓解、活动受
中型：自觉疼痛及局部触痛较重、服止痛药可暂
限，不能参加体育活动。
（见表 3）
表 3 两组病情分级比较
轻型例数%

中型例数%

重型例数%

腰痛宁组 n=55

3（5.45）

34（61.82）

18（22.72）

小活络丹组 n=46

3（6.52）

26（56.52）

17（36.95）

2

X =0.055，P=0.813

4 对照药物：
小活络丹：
按中国药典规定[7]，
研成细粉、分装胶囊，两药外观、重量、包装、
服法完全一致。
5 给药方法：本文 101 例均为门诊患者，疗
程一个月。治疗期间力求用药前的工作条件及生
活环境保持一致、停服其他药物，由经治医师检
查登记并作出诊断后，均开“腰痛宁”处方。药
房专人负责投药，按病种以就诊先后顺序分组给
药。奇数为腰痛宁组；偶数为小活络丹组。对患

者及医师严格保密，以避免心理因素。治疗期经
治医师经常随访，注意用药过程中的病情变化，
治疗 30 天，先由经治医师逐例判定疗效，然后药
房由专人区分组别，统计分析。
6 结果：“腰痛宁”组 55 例，显效 15 例，
占 27.27%；
小活络丹组 46 例，显效 5 例，占 10.86%。
总有效率，腰痛宁组占 78.18%；小活络丹组为
47.82%，经 X2 统计，两组疗效有极显著差异、
（P
＜0.001）腰痛宁优于小活络丹组。（见表 4）

表 4 两组疗效对比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

无效例数%

总有效率例数%

腰痛宁组 n=55

15（27.27）

28（50.9）

12（21.82）

43（78.18）

小活络丹组 n=46

5（10.86）

17（36.95）

24（52.17）

22（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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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10.97，P=0.004

㈡“腰痛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双盲对比
１ 一般资料：腰椎间盘突出症 30 例，随机
[8]
疗效观察：
分为两组。其性别、年龄及病程。（见表 5）
表 5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性别

年龄（岁）

病程（年）

男

女

X ±SE

X ±SE

腰痛宁组 n=15

15

0

39.6±2.15

6.3±2.06

小活络丹组 n=15

12

3

4.16±2.24

10.13±2.15

P＞0.05

P＞0.05

t 检验

2 诊断依据：根据典型放射性腰腿痛病史、
体征、X 线检查，肌电图，必要时椎管造影，以
明确诊断。
3 结果：腰痛宁组显效 4 例，有效 9 例；小

活络丹组，显效 1 例，有效 3 例。总有效率腰痛
宁组为 86.66%；小活络丹组为 26.66%。两组比较，
X2=10.06（P＜0.01）两组有极显著差异，腰痛宁
组优于小活络丹组。
（见表 6）

表 6 两组疗效对比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

无效例数%

总有效例数%

腰痛宁组 n=15

4（26.26）

9（60）

2（13.33）

13（86.66）

小活络丹组 n=15

1（6.66）

3（20）

11（73.33）

4（26.66）

三 讨论
（一）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常见病，其基
本病变为椎间盘的髓核向后突出，压迫神经根，
引起坐骨神经疼痛[9]。.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
使受压的神经根发生炎症，最初充血水肿，日久
便出现粘连和变性，而使腰腿疼症状加重。[10]根
据 Hirsch 氏[11]研究腰椎间盘突出症所引起的疼痛
症状，除机械因素压迫外，炎症因素也很重要。
由于纤维环的破坏，产生富有血管的结缔组织反
应——自身免疫反应，使局部无氧代谢增加，乳
酸堆积，H+浓度增高。此种反应激惹神经感受器
可使腰腿痛。蒋氏[12]也观察到局麻作用下推向质
切除时，只要轻微刺激突出的或附近的结缔组织，
就会出现敏感的疼痛反应，腰痛宁中的士的宁吸
收后能兴奋脊髓，改善周围神经的营养代谢；乳
香、没药活血化瘀，能改善局部微循环，消除炎
症，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取效的基础。另外，
由于士的宁兴奋神经作用，使腰背肌群缓慢收缩，
调整失衡的椎体，改善局部神经受压而达到病变
向愈。腰痛宁治疗本病总有效率为 98.33%；治愈
率占 83.89%，因此可以设想，腰痛宁之所以能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是士的宁能选择的兴奋
脊髓，改善脊髓肌无力状态，引起骨骼肌强直，
曾有文献报导[13],腰椎间盘突出后局部椎间增大
多出现狭窄及其它异常改变，而脊柱的抗痛性侧
弯是造成椎体失衡的重要因素。
（二）坐骨神经痛是指沿坐骨神经通路及其分
布区的疼痛，即有臀部大腿后侧，小腿后侧和足
外侧痛[14],时久可出现下肢麻木及感觉消退。现代
医学认为：坐骨神经痛其本病变为神经间质炎性
病变，病因不清，中医将归属痹症范畴，腰痛宁
中马钱子含士的宁等多种生物碱，治疗量的士的
宁能兴奋脊髓，对大脑皮层有一定的兴奋作用，
本药可通过士的宁这种作用，改善神经营养代谢，
配合乳香、没药可活血化瘀，消退炎症。甘草含
甘草次酸具有抗炎镇痛作用。全蝎、僵蚕对抗士
的宁的毒性。[15][16]如上所述，其药理机制是否有
待于进一步实验研究。
（三）腰肌纤维炎、腰肌劳损、棘间韧带炎、
风湿痛等疾病，病因多为风寒湿邪入侵，病机为
气滞血瘀。腰痛宁及小活络丹成份均为除风祛湿，
活血止痛，异病同治，辨证已寓其中，故都能取
得一定疗效。据现代药理学研究，活血化瘀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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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善微循环，增强免疫机制，消退非特异性炎
症。[17]这些作用可能是临床取效的关键。通过实
验，腰痛宁的疗效优于小活络丹，且复查人体血
压、心电图、血、尿、肝功、无任何副作用，是
一种方法简单，疗效较好的药物，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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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庄等：腰痛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双盲对比疗效

腰痛宁胶囊治疗 160 例腰腿痛的临床小结
胡彩仙 1 石关桐 2 陈兴元 3 邱德华 4
（1 上海市华山医院 200040； 2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4

上海市黄浦区中医院）

提要 应用山庄牌腰痛宁胶囊治疗160例腰腿痛，采用腰腿痛中中常见的症状用打分方法以评估和量化，井用统计
学方法进行处理，以观察该药的疗效。结果显效90例，占56.2% ，有效58例．占36.3% ，无效12倒，占7.5%。

关键词 腰痛宁胶囊 疗效

山庄牌腰痛宁胶囊，选用马钱子、牛膝、麻
黄、乳香、没药、甘草等药组成．其组方合理，
具有消肿止痛，祛风散寒，温经通络的功效。现
将我们用腰痛宁胶囊治疗160例腰腿痛病人进行
观察，并将观察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年龄 最大为86岁，最小为19岁，平均年龄
为53.03岁。年龄分组：<40岁者为42例；4l一50

岁为40例；51—60岁为23例；>60岁为55例。
1.2 性别 男性9l例；女性69例。
1.3 病种的选择 本次观察以腰腿痛为主要病症
的疾病：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腰扭伤、腰肌劳
损、退行性腰脊炎、腰椎管狭窄症。
2 病情程度及疗效观察的评定
2.1 疼痛 0一3分。不痛0分。痛但能忍受为1分，
痛较剧但使用止痛药为2分，痛服止痛药无效为3

腰痛宁胶囊研究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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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2 压痛 0—3分。无压痛0分，轻压痛1分，重
压痛2分，压痛广泛3分。
2.3 晨僵 0一1分。无0分，有1分。
2.4 肌痉挛 0一1分。无0分．有1分。
2.5 行走痛 0一4分。无0分，>20min 1分,
<20min>l0min 2分,<l0min>5min 3分,<5min 4分。
2.6 抬腿试验 0－3分。
正常0分,较正常少20度1分,较正常少40度为2
分,较正常少60度为3分。
2.7 腰部活动 0－3分。
正常0分．为正常活动度的三分之二为1分，
为正常活动度的三分之一为2分，小于正常活动度
的三分之一为3分。
2.8 麻木 0一1分。无0分，有1分。
病情程度的评估：<14分为严重；>8为中度
(14～8)；7～1分为轻。
疗效的评估：
显效：治疗后为治疗前积分的三分之一以下。
有效：治疗后为治疗前积分的三分之二以下。无
效：治疗后为治疗前积分的三分之二以上。
3 治疗结果及疗效分析
3.1 结果 160例中显效105例，占65.6%，有效
43例，占26.8%，无效12例，占7.5% 。
3.2 疗效分析 见表1，表2。
4 毒副反应
本次共观察160例病人中出现副反应的有肌颤(7
例)，红疹(2例)，心悸(2例)，头晕(1例)，恶心(2
例)，便秘(4例)，胃病(1例)，其中有一例因诱发室
性早搏而停药(该病人原有冠心，室早)，其余病人
均能坚持服药。这些副反应一般都在服药后数分
钟逐渐消失。5 小结

腰痛，腰腿痛这类病症很复杂，造成腰痛和
腰腿痛的原因也很多，本次我们采用腰腿痛中最
常见的症状用打分的方法加以评估和量化，并用
统计学方法进行处理，使观察更为客观化。
山庄牌腰痛宁主要有马钱子、牛膝、乳香、
没药等组成，其具有祛风温经通络．活血消肿止
痛的作用。
本药的毒副反应，主要是肌颤(占4.3％)，这
是士的宁对中枢神经有强烈兴奋作用的缘故。对
一例原有冠心，室早的病人诱发早搏的出现是偶
尔巧合还是药物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表1 疗效与病情的分析
显效

有效

无效

严重

33例（21%）

11例（7%）

8例（5%）

中度

50例（31%）

31例（19%）

3例（1.8%）

轻度

22例（14%）

1例（0.6%）

1例（0.6%）

表 2 各主症治疗前后比较分析
主症

治疗前 x ±SD

治疗后 x ±SD

P

疼痛

2.39±0.65

0.737±0.76

＜0.001

压痛

2.31±0.63

0.86±0.66

＜0.001

晨僵

0.61±0.48

0.3±0.46

＜0.01

痉挛

0.75±0.43

0.15±0.36

＜0.001

行走

2.26±1.15

0.76±0.74

＜0.001

抬腿

1.55±0.93

0.81±0.61

＜0.001

活动

1.82±0.75

0.74±0.64

＜0.01

麻木

0.47±0.50

0.21±0.40

＜0.01

（本文原载于《中成药》1997年第19卷第2期第25-26页）

腰痛宁胶囊临床疗效及特点
计福全
（承德中药厂

腰痛宁胶囊是承德中药厂生产主治腰腿痛的
纯中药制剂，已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卫生部
公费医疗品种目录，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现简

067000)

介如下。
1 处方及药理作用
腰痛宁胶囊是郭晓庄教授的临床经验方[1]，

²64²

腰痛宁胶囊研究论文汇编

由制马钱子粉、土鳖虫、川牛膝、乳香、没药、
麻黄、苍术、全蝎、僵蚕等药组成。具有消肿止
痛，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温经通络之功效。临
床常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增生症，坐骨神
经痛，腰肌纤维炎，腰肌劳损，急慢性风湿性关
节炎，跌扑扭伤等症。
马钱子生物碱类生理作用突出[2]，但毒性较
大，过去临床因含量不易控制而较少使用。腰痛
宁重用制马钱子粉，用光谱检测法对原料、半成
品、成品生产全过程进行含量控制，使每粒胶囊
的士的宁类生物碱含量控制在 1.15~1.45mg 之内，
并用特殊工艺避免全蝎中抗士的宁对中枢神经毒
性成分的破坏，使该药高效低毒。药理学实验证
明该药有明显的镇痛、抗炎作用，能使坐骨神经
对刺激的敏感度降低。
LD50 为 487.6mg/kg。
以 130、
195mg/kg 不同剂量作亚急性毒性实验，对大鼠的
生长，血相及肝功能未见影响，心、肝、肾、脾
和脑无病理改变。
2 临床研究
腰痛宁胶囊经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上
海华山医院、龙华医院、曙光医院、广东省中医
院、
上海黄浦区中医院等单位进行临床观察共 652
例。总有效率 92.5%以上，显效率 69.32%。按病
症 分布 :a)腰间 盘突出症共 251 例， 总有效 率
93.23%，显效率 79.74%。b)坐骨神经炎 80 例，总
有效率 98.75%，显效率为 88.75%。c)急性风湿性
关节炎 23 例，总有效率 100%，显效率 91.3%。
d)急性腰扭伤 25 例，
总有效率 100%，
显效率 88%。
e)各类慢性腰腿痛(包括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
棘间韧带炎、坐骨神经痛、腰椎骨质增生、退行
性脊柱炎等症)共 273 例，总有效率 79.49%，显效
率 43.6%。腰痛宁胶囊对改善腰腿部的神经、血
管、肌肉的功能状态，消除局部炎症反应及疼痛
有很好的疗效。
3 服用方法及疗效特点
3.1 服用“以知为度”疗效好:服用腰痛宁胶囊的
正确方法是每日只服 1 次，在每晚临睡前 0.5h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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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mL 黄酒兑适量温开水送服，初服药量 4 粒，
以后每日增加 1 粒至开始出现治疗反应时的数量
作为治疗量继续服用。能否出现痛处更痛，麻处
更麻，头昏目眩，轻微肌颤，颌部肌肉紧张感等
反应和疗效结果密切相关。如治疗腰间盘突出症
中统计有治疗反应的患者 102 例，有效率 100%，
显 效 率 94.12%。 未 出现治 疗 反 应者 总 有效 率
83.22%，显效率 69.77%。二者相比有明显差异。
患者对该药敏感度差异很大，临床服用最多不能
超过 10 粒。
3.2 病程短者疗效好:腰痛宁治疗上述腰腿痛之
病症的疗效和病程密切相关。据唐山煤炭医学院
统计，
治疗腰间盘突出症病程 l 年内痊愈率 62.62%，
l~2 年痊愈率 50%，3 年以上 42.55%。治疗坐骨神
经炎病程 3 个月以内显效率 95.45%，0.25~l 年显
效率 83.33%，1 年以上显效率 75%。腰痛宁胶囊
用于治疗慢性难愈疾病 1 个月为 1 个疗程，一般
需 3~4 个疗程。治疗腰扭伤、急性风湿性关节炎
等疾病 1 周为 l 个疗程，一般需 2~3 个疗程。
4 毒副作用及注意事项
服用腰痛宁胶囊出现前述的治疗反应在一个
星期内自行消失，不消失应减量服用。服药期个
别病例有红疹、心悸、恶心、胃痛，便秘等副反
应，一般继续服药后自行消失，但严重者应停服
该药。过量服用会出现惊厥，抽搐等神经系统症
状，可大量饮用白开水，或注射苯巴比妥钠 0.1g
缓解。
服药期间应减轻劳动强度，禁止蹬高作业。
小儿、孕妇及心脏病患者禁服。
腰痛宁胶囊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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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铭，等.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类疾病.天津:天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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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马钱子散治疗坐骨神经炎 120 例
王志文

白俊清 陈景华

顾跃臣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063000）

郭晓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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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坐骨神经炎 中医治疗 复方马钱子散

我院于 1994 年至 1998 年用复方马钱子散系
统观察治疗坐骨神经炎 120 例,取得较好效果,并分
别随访三个月至半年,疗效稳定,现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120 例,其中男 81 例,女 39 例;年龄: 20～

无复发;显著疗效:疼痛基本消失,能恢复原来工作,
但剧烈活动或接触潮湿时患肢仍有不适感;有效:
腿痛明显减轻, Lasegue 氏征比治疗前有所提高,但
沿坐骨神经分布区域仍有轻度压痛,可参加轻工作;
无效:连续治疗 1 个月症状未见改善者。

30 岁 58 例, 31～40 岁 33 例, 41～50 岁 20 例, 51

3.2 治疗结果:本组 120 例中,痊愈 79 例占 65.83%,

岁以上 9 例,以青壮年居多。职业:工人 60 例,农民

显著疗效 30 例占 25%,有效 8 例占 6.67%,无效 3

35 例,干部 16 例,家务劳动 6 例,学生 3 例。病程:

例占 2.5%,总有效率 97.5%。

就诊时病程在 3 个月以内者 86 例, 3 个月至 1 年以

4 病案举例

上者 34 例。全部病例均在沿坐骨神经分布区域有

张³³,男, 32 岁,已婚, 1996 年 4 月 20 日就诊。

烧灼样或针刺样疼痛及压痛, Lasegue 氏征阳性。

主诉左下肢针刺样痛并有麻木感已 4 年余,时轻时

其中跟腱反射减弱或消失者 69 例(57.5%),患肢拇

重, 20 余日前因感冒发烧后,左下肢疼痛加重,由臀

趾背屈力减弱或消失者 57 例(47.5%),患肢肌肉萎

部向下肢放射,夜间因剧痛不能入睡,穿脱衣亦需

缩者 22 例(18.33%)。对其中 38 例作肌电图检查均

他人扶持,左腿因疼痛不能站立。检查患肢拇趾背

呈神经原性病变。

屈力减弱,左下肢及小腿外侧皮肤感觉迟钝,

2 治疗方法

Lasegue 氏征 15 度角阳性。沿坐骨神经分布区域

取土鳖虫、川牛膝、甘草、麻黄、乳香、没

明显压痛。诊断为坐骨神经炎。服复方马钱子散 2

药、全蝎、僵蚕、苍术各 72g,生马钱子 600g,为一

周后疼痛逐渐减轻。共服药 45 天,疼痛完全消失,

料。将生马钱子置铁锅中,加水适量,慢火煮沸, 8

Lasegue 氏征 70 度角以上,拇趾背屈力恢复同健侧,

小时后取出,剥去外皮,切成厚 0.5～1mm 的薄片,

恢复原工作,三个月后随访无复发。

晾干,炒至均匀的棕褐色。乳香、没药置铁锅内,

5 体会

加热并以灯芯去除油质,烘干。全部药物混合粉碎

坐骨神经炎的症状主要是沿坐骨神经走行有

后过 100～120 目筛,粗渣再次粉碎,使全部过筛成

剧烈疼痛及压痛,病程长者可出现下肢麻木及感觉

末。混匀,分装胶囊,每粒含散剂 0.25±0.05g。每次

减退。现代医学认为坐骨神经炎的基本病变为神

4～7 粒胶囊,每晚 1 次,于睡觉前半小时以黄酒

经间质炎性病变,病因不清。中医将其归属痹证范

30～50 毫升或兑少量白开水送服。服药时不宜多

畴,病因多与风寒湿邪入侵有关。痹者,闭也,其病机

量饮水。每例患者均从 4 粒开始,逐日增加 1 粒,

为血脉闭塞不通,辨证施治多用通经活络、祛风胜

达 7 粒即不再增加。在增加剂量过程中,如发现服

湿之剂。复方马钱子散中,以马钱子通经活络为君,

药后腿痛加重或肌肉有僵凝感即不再增加剂量,以

伍以全蝎、僵蚕息风通络;土鳖虫、乳香、没药活

此量为维持量,继续服用,症状即可逐渐好转。服到

血化瘀止痛为臣;苍术、麻黄温经散寒胜湿为佐;

7 粒仍无上述反应,亦不再增加剂量,个别病例服至

牛膝补肝肾,强腰膝,并引诸药下行;甘草调和诸药

7 粒上述反应较重,可减一粒服用。治疗期宜注意

为使。全方共奏化瘀通络、祛风胜湿、补肾强腰

休息,不宜作活动或精神紧张的工作。严重心、肝、

之功,药证相符,恰切病机。该复方中马钱子所含士

肾疾患及孕妇忌服。

的宁吸收后能兴奋脊髓,可改善周围神经的营养代

3 疗效观察

谢,有利于消除慢性炎症。土鳖虫、乳香、没药等

3.1 疗效标准:服药 30 天进行疗效判定。痊愈:腿

活血化瘀能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既有利于消除炎病,

痛完全消失, Lasegue 氏征达 70 度角以上,患肢拇

又有利于清除病理产物。甘草含甘草次酸具有抗

趾背屈力恢复同健侧,恢复原工作,随访 1～3 个月

变态反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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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复方马钱子散中含有马钱子,马钱子过量

1～2 小时症状自行缓解,减量服药,最后仍达到痊

会出现惊厥、搐搦等神经系统反应,故服用时必须

愈。为了减少副反应并消除毒性反应,我们认为宜

严格控制剂量。本组有 8 例患者未按规定剂量用

把剂量控制在 4～7 粒为佳。
（本文原载于
《四川中医》

药,曾超量达 9～11 粒,其中 6 例仍无反应,有 2 例出

2000 年第 18 卷第 7 期第 22-23 页）

现咬肌紧张及下肢颤动等副反应,经喝白开水后约

腰痛宁胶囊治疗类风湿
关节炎对比疗效观察及实验研究
杨金声 陈继贵

张健

（华北煤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

郭晓庄
063000）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观察腰痛宁胶囊对中、早期类风湿关节炎的近期疗效。通过 60 天对比观察，无论在改善症
状及功能状态恢复以及 ESR、IgG、RF 等各方面，其疗效均优于古方小活络丹。进一步的实验研究表明腰痛宁对慢
性实验性炎症及佐剂性关节炎的原发及继发性损害均有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疗效的基础。本文对
腰痛宁方剂中马钱子的口服安全剂量和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腰痛宁胶囊是以马钱子为主要成分的纯中药
2 用法 治疗组口服腰痛宁胶囊，每晚睡前
制剂。曾有多篇报导以马钱子为主治疗风湿性关
服一次，每次 6 粒，疗程 60 天。
节炎、腰间盘突出、腰肌纤维炎及腰椎退行性变
对照组口服小活络丹，早、晚各服一次，每
有效。本文旨在观察其对类风湿性关节炎（下称
次一丸，疗程 60 天。
RA）的疗效，并以古方小活络丹为对照进行对比
两组病人除维生素及偶用非甾体抗炎药外，
观察。本文还报告该药抗炎实验研究的初定结果。
停止其他抗风湿药治疗。
一 资料与方法
三 疗效判定标准
入选病例为符合 ARA 诊断标准（1980）的本
１ 观察项目：晨僵时间，15 米步行时间，
院 1997 年 3 月~1999 年 12 月住院和门诊 RA 患者
疼痛关节数、肿胀关节数，ESR、RF、IgG。
50 例。其中男 21 例，女 29 例；年龄 19~53 岁，
2 判定标准：
平均 35.3±4.1 岁；
病程 1~6 年，
平均 3.8±1.4 年。
①临床缓解：疼痛消失，晨僵消失，功能状
入选病例随机分为腰痛宁组（下称治疗组）27 例，
态恢复，ESR 恢复正常。
小活络丹组（下称对照组）23 例。两组在年龄、
②显著疗效：肿胀、疼痛明显减轻，功能状
性别统计处理无明显差异，病情均为早、中期患
态改善，ESR 下降接近正常。
者。
③有效：症状及 ESR 有一定改善。
二 治疗
④无效：症状及化验指标均无改善或加重。
1 药物：腰痛宁胶囊，河北承德中药厂生产。
四 结果
批准文号 ZZ-5483-北卫药准字（1995）第 080197
1 症状及体征：经 60 天治疗后，治疗组在
号。主要成分有马钱子、土鳖虫、牛膝、僵蚕、
症状、体征等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表 1）
。治
麻黄、苍术、全蝎、乳香、没药等。
疗组出现疗效时间多在 3 周左右。
小活络丹：河北药都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
2 实验室指标：对照组除 ESR 有明显下降
文号 ZZ-0081-北卫药准字（1995）第 060104 号。
外，IgG RF 无明显变化；
治疗组在治疗前后其 ESR、
主要成分有川乌、草乌、地龙、乳香等。
IgG、RF 均明显好转（表 2）
。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体征比较
组别
对照组 n=23

晨僵时间（h）

疼痛关节数

肿胀关节数

15 米步行（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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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15

2.9±1.5

21±7.5

18±4.5

21.31

治疗后±9.02

2.5±1.9

16±3.7

14±5.7

20.74

治疗前

3.1±1.8

19±4.7

17±1.5

24.45±10.02

治疗后

0.9±0.3

8±2.5

8±2.1

12.00±10.53

治疗组 n=27

两组治疗前各项指数比较 P＞0.5 两组治疗后各项指数比较 P＜0.05 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 P＜0.05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比较
组别

ESR

IgG(GIL)

RF(阳性例数)

对照组
治疗前 n=23

48.40±17.3

19.90±0.19

17

治疗后 n=21

35.9±12.5

19.62±0.05

13

治疗前 n=27

50.2±17.5

19.97±0.94

21

治疗后 n=23

21.3±13.7*

12.44±0.72**

10*

治疗组

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 P＞0.05 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 P＞0.5

*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 P＞0.01

**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 P＞0.05

3 疗效判定：对照组无一例缓解，治疗组有
差异，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48%，治疗组总有效率
4 例缓解，
将缓解与显著疗效合并统计两组有明显
90%（表 3）
表 3 两组疗效对比（60 天）
组别

缓解及显著疗效例数（%）

有效例数（%）

无效例数（%）

对照组 n=23

3（13%）*

8（35%）

12（52%）

11（48%）**

治疗组 n=27

18（67%）*

7（26%）

2（8%）

25（92%）**

**

总有效率例数（%）

*P＜0.05

4 不良反应：两组均有少数患者出现胃部不适及
致炎前一周开始灌胃给药（30mg/100g-天），并以
头晕，但程度均很轻，统计处理无显著性（表 4）
，
生理盐水作对照。结果于第 3 日可见腰痛宁组消
不须停药。治疗组有 5 例于治疗两周内出现一过
肿明显优于对照组（表 5）
性部分关节疼痛加重，均于 5~7 日后消退；有 1
表 4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一过性关
例出现皮疹，见于下肢，为红色斑疹，粟粒大，
组别
胃部不适
头晕
皮疹
节痛加重
有痒感，未停药即自行消失。两组治疗前后血常
规、尿常规、肝功能未见异常改变。
治疗组 n=27
5*
2*
5
1
对照组 n=23
4*
3*
0
0
实验研究
*P＞0.1
1 腰痛宁对大鼠实验性炎症的影响：称体重
190-250 克的大鼠 20 只分两组。以 2.5%Formalin
致炎，采用 Buttle 容积测定法观察肿胀程度。于
表 5 腰痛宁对大鼠实验性炎症的影响
分组

第1日

第3日

第5日

第7日

对照组 n=20

0.78±0.33

0.94±0.46

0.78±0.40

0.68±0.50

治疗组 n=20

0.74±0.22

0.34±0.21

0.23±0.21

0.14±0.11

P＜0.5

P＜0.05 P＜0.05 P＜0.01

2 腰痛宁对大鼠佐剂性关节炎的影响
将体重 190-250 克大鼠 18 只分两组，以
Freund 完全佐剂（内含死结核菌 0.7mg/0.07ml）

注射于大鼠右后足垫内。致炎前一周经灌胃给药
（30mg/100g 天），NS 对照于 18h、3 天、7 天、
以改良的 Buttle 氏法测定肿胀度（表 6）
。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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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当日排水量减去致炎前排水量。
3 对继发性关节炎的影响：另两组各 10 只
注射上述佐剂后第 8 天开始灌胃给药，每日一次
（30mg/100g 天）
，NS 对照，观察 8 天、16 天、
24 天及 30 天肿胀度，结果（见表 7）
。

表 6 腰痛宁对照组原发性实验关节炎的影响
肿胀度

分组
18h

3天

7天

对照组 n=9

1.24±0.61

1.44±0.89

1.10±0.83

治疗组 n=9

0.95±0.54

0.75±0.56

0.55±0.13

P＞0.05 P＜0.05 P＜0.05

表 7 腰痛宁对继发性实验关节炎的影响
分组

肿胀度
8天

16 天

24 天

30 天

对照组 n=10

1.47±0.72

1.17±0.41

0.73±0.15

0.77±0.54

治疗组 n=10

1.36±1.17

0.64±0.38

0.33±0.18

0.24±0.07

P ＞0.05 P＜0.05 P＜0.05 P＜0.01

4 腰痛宁对琼脂所致实验性炎症的影响：大
鼠 18 只 180-200 克 BW 分两组，乙醚麻醉，背部
皮 下 注 射 2% 无 菌 琼 脂 2ml 。 治 疗 组 每 日 以
30mg/100g 腰痛宁灌胃给药，
对照组用等量盐水。
第 30 日后乙醚麻醉下取病变组织称重。治疗组肉
芽肿 1.2714±0.5460 克，对照组 1.9547±0.2390
克，两组比较 P＜0.05。
讨论
腰痛宁胶囊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腰肌纤维炎、
腰椎间盘突出有较好疗效。这些疾病多以免疫性
炎症或退行性炎症为基础。本文旨在以治疗风湿
性关节炎的小活络丹为对照，观察腰痛宁对 RA
的疗效。经两个月治疗后可见其关节症状、功能
状况的改善均优于小活络丹。实验室指标如 ESR、
IgG、RF 等亦有明显改善，且优于小活络丹，说
明研究腰痛宁作为 RA 的治疗药物是有前途的。
在抗炎动物实验中腰痛宁对慢性实验性炎症有抑
制作用，可以解释其对 RA 的疗效。
RA 的发病机理除体液免疫因素外，细胞免疫
也占有重要位置。腰痛宁对佐剂性关节炎原发及
继发性损害的抑制作用，证明腰痛宁有抑制细胞
免疫作用，可能为其对 RA 疗效的基础。
腰痛宁为一含马钱子复方。马钱子在处方中
所占比重较大，其作用不容忽视。马钱子原产于
南亚印尼一带，明代中叶传入我国，首见于本草

纲目。说：
“彼人治疗 120 余种病”，并称之“无
毒”。说明当时人们用马钱子经验还不多。清《医
宗金鉴》、
《外科全生集》
、
《医林改错》都有记载。
《医学衷中参西录》盛赞“马钱子开通经络、透
达关节之力非他药所可及也”。历代著作多用于治
疗痹症，可见从祖国历史医学文化遗产出发，研
究含马钱子复方治疗 RA 是风湿治疗学上一个有
意义的课题。
马钱子内含士的宁（strychnine）及马钱子碱
（brucine）,能选择性地兴奋脊髓，过量会引起抽
搐等中毒反应。作者等多年研究制马钱子口服制
剂，使其剂量控制在每日 6 粒（相当于士的宁 5mg）
以下，并无不良反应。少数患者用药初 1~2 周出
现一过性疼痛加重，不但对治疗无害，且继续用
药效果更好。本文 4 例缓解中有 3 例出现一过性
疼痛加重，这种现象与《外科全生集》所记述的
“服药后痛处更痛、麻处更麻，头眩背汗昏沉，
四五刻即定，定即痊愈”的反应一致，我们称之
为治疗反应，
“不能视为”中毒反应“临床用药中
要注意二者的区别”。（本文原载于《第四届全国中西
医结合风湿类疾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发表时间：
2000-09-01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89 例
赖世兴
（福建永安铁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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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B

笔者近年采用河北承德中药厂生产的腰痛宁
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89 例，收到满意疗效，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腰椎间盘突出症 89 例，均经
CT 确诊，其中 2 例属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89
例中男性 66 例，女性 23 例；年龄最大 56 岁，最
小 21 岁，平均 37 岁；病程最短者 2d，最长者 1
年。
1.2 治疗方法 除绝对卧床（硬板床）休息 2～3
周，配合牵引外，每晚临睡前用腰痛宁胶囊，4
粒胶囊兑少量黄酒兑服，每次 4 粒。1 个月为 1
疗程。服药 1～3 个月观察疗效。
2 疗效观察
2.1 疗效标准 治愈：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直腿
抬高试验正常，腰部及臀部、下肢无不适感，休
息 3 个月后能从事原工作。显效：临床症状及体
征基本消失，直腿抬高试验 60°以上，恢复原工作。
有效：症状减轻，直腿抬高试验明显好转，能适
当从事轻松工作。无效：临床症状好转不明显或
无变化。
2.2 治疗结果 89 例中治愈 16 例（17.98%），显
效 31 例（34.83%）
，有效 40 例（44.94%）
，无效
2 例（2.25%）总有效率 97.75%。无效者其中 1
例为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病程在半年以
上。
3 体会
腰椎间盘突出症又名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症，
主要是由于椎间盘发生退行性病变或椎间盘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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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745X (2002)01-0064-02
上的缺陷，导致腰椎间盘纤维环薄弱，髓核冲破
纤维环而向侧后方膨出或突出，压迫神经根与马
尾或髓核产生症状。本病属中医“痹症”范畴，
乃由正气不足、外伤、劳损、受寒着凉、感受水
湿之邪而致。当人体正气不足，风寒湿邪内侵，
痹阻经络致气血运行不畅，或因劳力不慎、跌扑
闪挫致腰府气血凝滞则发为痹症。另外，感寒受
凉、冒雨涉水致使寒湿之邪瘀阻体内，气血凝滞
腰府，亦可发为痹症。根据病因病机，治宜除湿
通络、祛风止痛。腰痛宁胶囊由制马钱子、乳香、
没药、全蝎、甘草等 10 余味中药制成，马钱子主
要成分为番木鳖碱，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述该
药能治疗百余种病，历代著作中对其治疗风湿骨
关节痛的作用亦多推崇。清末名医张锡纯称“马
钱子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实远胜于它药”
。由
10 余味中药组成的腰痛宁胶囊能驱风胜湿、化瘀
止痛，改善局部循环，不断清除病理产物，故对
腰椎间盘突出症引起的腰腿痛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另外，腰痛宁胶囊兴奋脊髓神经及其所支配的肌
群，调整失衡的椎体，使轻型的椎间盘突出还纳，
从而解除症状。本组案例中有 1 例患者年岁较大
（51）岁，病程较长（约 7 个半月）
，且属中央型
腰椎间盘突出症，病情较重，用腰痛宁胶囊治疗
无效，故考虑择期手术疗法，以便早日康复。（本
文原载于《中国中医急症》Vol.11 No.1 Feb.2002 第 64-65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研究
冯财旺 职良喜

张永长

涂昌义

（河南省焦作矿务局五官医院颈肩腰腿痛专科

从 1996 年以来，我们用腰痛宁胶囊口服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 30 例，并与吲哚美辛片治疗本病
30 例对比观察，腰痛宁疗效优于吲哚美辛，并且
临床疗效提高，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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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临床资料 本组 60 例均为住院病人，其中男
48 例，女 12 例，年龄 21～68 岁，病程 3～12 年，
按就诊先后顺序用分配卡随机分为治疗组（腰痛
宁胶囊）和对照组（吲哚美辛片）各 30 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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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男 23 例，女 7 例，平均年龄 42.10±0.441 岁，
平均病程 9.75±0.631 个月；对照组男 25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41.53±0.561 岁，平均病程
10.52±0.572 个月。差异无显著性，说明两组具有
可比性。
诊断要点：根据症状、体征及有无外伤史、
明显诱因诊断，全部病例均经临床、X 线、CT 或
MRI 确诊。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用腰痛宁胶囊[河北承德中
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卫准字（1995）第 080197
号]。药物组成：马钱子粉（调制）、乳香、没药、
甘草等，服法为每晚睡前半小时服 4 粒，用黄酒
兑少量温开水送服，每日 1 次，结合卧硬板床休
息，每 10 天为 1 个疗程。对照组用吲哚美辛片[上
海九福药业有限公司，沪卫药准字（1995）第
022013 号]，服法为每日 2 次，每次 2 片，服温开
水送服，并结合卧硬板床休息，每 10 天为 1 个疗
程。
3 评定标准及结果 按 VAS 法及直腿抬高试验
评分。优：腰腿疼痛基本消失，行走自如，能参
加工作，直腿抬高试验正常。良：疼痛明显减轻，
可坚持正常工作和学习，直腿抬高试验可达 75°。
差：疼痛缓解 50％，直腿抬高试验幅度增加，但
小于 75％。无效：疼痛减轻低于 25％。
治疗结果：治疗组 30 例，优 26 例（86.7％）
良 3 例（10.0%），差 1 例（3.33％）无效 0 例；
对照组 30 例，优 13 例（43.3％）良 9 例（30.0%），
差 3 例（10.0％）无效 5 例（16.7%）治疗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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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两组疗效按病程长
短进行比较分析表明，病程越短疗效越好。治疗
组取效快于对照组。
4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学认为是跌仆闪挫损伤
经脉气血，风寒湿侵袭人体，阻滞经络，气血不
畅所致，属于中医痹证范畴。腰痛宁胶囊的功能
是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通过其主药
马钱子粉调制，其功效通络散结，消肿止痛，因
其辛散大热，能除经筋肌肉之风寒。乳香、没药
气香能香窜调气，味辛能散瘀活血，性温能温通
经脉，舒筋活络，没药味苦，辛性平有散瘀血，
通络滞，消肿定痛的作用，乳香没药皆能活血止
痛，但乳香是行气以活血兼能伸筋，通经舒络而
止痛，没药是散瘀而活血，消肿定痛，一偏于气，
一偏于血，二药合用则相得益彰，故临床上多是
二药合用增加疗效，甘草性味甘平，具有清热、
解毒、缓急、润肺及调和药性之药，本品药性和
缓，通行十二经，有调和药性作用，诸药相伍，
起到标本兼顾的作用。腰痛宁胶囊在临床运用中
疗效显著，不受年龄、性别、病程长短、病情轻
重限制，安全无毒，使用方便，价格比其他保守
治疗方法低廉，而且疗效显著、巩固。因此腰痛
宁胶囊在临床运用中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良
药。（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 增刊 第
47 页）

中药腰痛宁胶囊治疗腰痛 42 例临床观察
董兴武
（海南省司法医院

在各种原因引起的腰痛中，中医辨证属寒湿
及瘀血等引起者临床多见。从 1999 年 7 月～2002
年 2 月，我们对此类患者用腰痛宁胶囊治疗观察
42 例，并设对照组 41 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
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选取的 83 例患者系门诊病人，全
部病例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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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性 35 例，女性 7 例，年龄 21～53 岁，平
均 37.2 岁，病程 3 个月～7 年。对照组 41 例，男
性 36 例，女性 5 例，年龄 24～47 岁，平均 39.25
岁，病程 0.5～6 年，两组资料无显著差异，具可
比性（P＞0.05）
。
1.2 诊断标准：参考《中药新药治疗腰痛的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及《中医内科学》。
（1）中医诊断
标准：典型的一侧或两侧腰部疼痛症状；可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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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作病史；排除淋证、水肿、肿瘤、腰骶骨关
节疾患以及妇科的月经不调、妊娠等而有腰痛症
状者。（2）中医辨证：寒湿型：主症腰部冷痛重
着；次症遇阴雨天无疼痛发作或加重，静卧时腰
痛不减或加重。舌苔白腻，脉沉而迟缓或沉紧。
瘀血型：主症腰痛如刺，痛处固定不移，拒按；
次症轻症俯仰不利，重症痛剧不能转侧，或有外
伤、用力史。舌质紫暗，或有瘀斑，脉涩。
1.3 纳入标准：具有典型的腰痛病史及症状，并
符合上述中医辨证者，可纳入试验病例。
1.4 排除标准（包括不适应症或剔除标准）
：（1）
确诊为淋证、水肿、肿瘤、骨关节疾病或合并心、
肝、肾、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者，精神病患者。
（2）
年龄在 18 岁以下或 65 岁以上，孕妇或哺乳期妇
女。（3）不符合纳入标准，未按规定用药，无法
评定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或安全性判断者。
2 治疗及观察方法
2.1 治疗方法：治疗组给予腰痛宁胶囊（河北承
德中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
口服，
每次 6 粒（18g）
，
每日 1 次。对照组给予吲哚美辛，维生素 B6，口
服，每次吲哚美辛 25mg，维生素 B620mg，每日
3 次。2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停服一切影响本
试验的药物。
2.2 观察内容和方法：重点观察腰痛的性质、程
度、发作或持续时间是否影响活动和工作，舌象
和脉象。每 3 日记录 1 次至疗程结束。
2.3 实验室检测：
血常规、
尿常规化验每周 2 次，
肝功能检查、肾功能检查、血沉、类风湿因子、C

²71²

－反应蛋白（CRP）检测每月 1 次。血沉（ESP）
采用 Wintnobe 法检测；血清类风湿因子（RF）滴
度、CRP 采用胶乳法检测。
3 治疗结果
疗效判定标准：临床治愈：腰痛及其相关症
状全部消失，不影响活动及工作，随访 3 个月无
复发。显效：腰痛近乎消失，仅劳累或天气变化
时有轻度疼痛，功能恢复，不影响日常工作，或
病情由重度转为轻度。有效：腰痛的症状和体征
有减轻或改善，但病情不稳定，停药后有复发，
对重体力劳动有影响。无效：临床症状和体征无
变化，甚或加重者。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993
年）所制定的中药新药治疗腰痛的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执行。治疗组 42 例，治愈 24 例（57.1％），
显效 11 例（26.2％）
，有效 4 例（9.5％），无效 3
例（7.2％）
，有效率 92.8％。对照组 41 例，治愈
9 例（22.0％）
，显效 10 例（24.4％）
，有效 11 例
（26.8％），
无效 11 例
（26.8％），总有效率 73.2％。
2
以 X 检验，两组疗效有显著性差异（P＜0.01）,
说明腰痛宁疗效显著优于吲哚美辛。治疗组中寒
湿型 29 例，治愈 18 例，显效 7 例，有效 3 例，
无效 1 例，有效率 96.6％；瘀血型 13 例，治愈 6
例，显效 4 例，有效 1 例，
无效 2 例，
有效率 84.6％。
表明腰痛宁对寒湿型腰痛疗效优于瘀血型（P＜
0.05）。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检查 ESR、
RF 和 CRP 的变化见附表。

附表 两组实验室指标治疗前后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42

对照组

41

ESR(mm/h)

RF(mg/L)

CRP(mg/L)

疗前
疗后

50.01±3.14
17.42±3.41*

疗前

52.38±3.19

55.81±5.26

28.14±5.12

疗后

27.42±3.74*

52.31±6.56

14.36±3.15*

△

54.12±6.51
30.15±5.47*

△

31.15±4.54
14.41±4.61*

与本组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疗后比较，△P<0.01

表 1 示，治疗组治疗后 ESR、RF 和 CRP 较
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 均＜0.01）,对照组 ESR 和
CRP 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1）,RF 下降不显
著（P＞0.05）
。治疗后治疗组 ESR、RF 显著低于
对照组（P 均＜0.01）
。表明腰痛宁可显著降低 ESR、
RF 和 CRP，以前二者更为明显。
不良反应比较，对照组消化道症状明显，治

疗组有轻微的纳差、恶心症状，无其它不良反应。
对肝肾功能无不良影响。
4 讨论
中医学认为腰痛是由腰部感受外邪，或因内
伤，或由肾虚而引起的气血运行失调，脉络绌急，
腰府失养所致的腰部一侧或两侧疼痛为主要症状
的一种病症。
《内经》在一些篇章中分别叙述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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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的性质、部位和范围，并提出病因以虚、寒、
湿为主。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均有所发挥，
《七松
岩集·腰痛》指出：
“然痛有虚实之分，所谓虚者，
是两肾之精神气血虚也，凡言虚者，皆两肾自病
耳。所谓肾实者，非肾家自实，是两腰经络血脉
之中为风寒湿之所浸，闪肭锉气之所碍，腰内空
腔之中，为湿痰瘀血凝滞不通而为痛，当依据脉
证辨悉而分治之”
。对腰痛常见的病因和分型作了
概括。

临床辨证分型大多为寒湿、湿热、瘀血、肾
虚，我们用腰痛宁治疗寒湿腰痛、瘀血腰痛取得
了显著的疗效，临床研究显示腰痛宁疗效明显优
于吲哚美辛（P＜0.01）,且无吲哚美辛的副作用。
临床资料显示腰痛宁对 ESR、RF、CRP 均有不同
程度的改善，对寒湿型腰痛的疗效优于瘀血型。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 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48-49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45 例临床研究
刘

伟

朱翠珍

（湖南中南林学院医院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良好效果，
但与独活寄生丸对照研究其临床效果以及对各种
病理类型及证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情况尚
无相关报道，
现将我们自 2000 年 2 月至 2002 年 2
月间的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标准及临床资料
诊断标准：按王净净、龙俊杰主编的《中医
临床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
准。
病理分型：按番之清主编的《实用脊柱病学》
中 Splangler 的病理分型。
证候分型：按孙材江、彭力平主编的《实用
骨伤科手册》中的证候分型。
病例排除标准：①高血压病Ⅱ期、Ⅲ期；②
心功能不全；③房室传导阻滞；④严重肝、肾功
能不全；⑤对两种研究药物过敏者。
临床资料：入选患者 90 例，均为经过 CT 检
查证实的门诊或住院病人，随机分为两组。腰痛
宁组 45 例，男 28 例，女 17 例；年龄 19~67 岁，
中位年龄 40 岁；病程 7 天~5 年，中位数 1 年；
腰椎间盘突出部位：腰 5 骶 1 间隙 27 例，腰 4 腰
5 间隙 17 例，腰 3 腰 4 间隙 1 例；病理分型：凸
起型 37 例，破裂型 6 例，游离型 2 例；中医证候
分型：血瘀证 31 例，寒湿证 9 例，湿热证 3 例，
肝肾亏虚证 2 例；症状和体征：脊柱侧弯 33 例，
腰部压痛伴放射痛 42 例，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44
例。独活寄生丸组 45 例，男 26 例，女 19 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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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23~65 岁，中位年龄 41 岁；病程 5 天~7 年，
中位数 0.8 年；腰椎间盘突出部位：腰 5 骶 1 间隙
25 例，腰 4 腰 5 间隙 18 例，腰 3 腰 4 间隙 2 例；
病理分型：凸起型 35 例，破裂型 7 例，游离型 3
例；中医证候分型：血瘀证 32 例，寒湿证 7 例，
湿热证 3 例，肝肾亏虚证 3 例；症状和体征：脊
柱侧弯 30 例，腰部压痛伴放射痛 41 例，直腿抬
高试验阳性 42 例。
两组上述指标相似，具可比性。
1.2 给药方法
腰痛宁组口服腰痛宁胶囊，每次 3 粒，每日 2
次。独活寄生丸组口服独活寄生丸每次 6g，每日
2 次。两组 1 个疗程均为 2 月。
2 疗效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
断疗效标准》，拟定以下疗效标准。显效：腰腿
痛及脊柱侧弯基本消失，直腿抬高试验阴性，恢
复原来的工作；好转：腰腿痛及脊柱侧弯减轻，
腰部活动功能改善；无效：症状和体征无改善。
3 结果及分析
3.1 两组疗效比较：腰痛宁组 45 例，显效 23 例
（51.11%），
有效 18 例
（40％），无效 4 例
（8.89％），
总有效率 91.11％；独活寄生丸组 45 例，显效 11
例（24.44％），有效 14 例（31.11％），无效 20
例（44.44％），总有效率 55.56％。两组疗效比较，
总有效率有显著差异（P＜0.01）。腰痛宁组优于
独活寄生丸组。
3.2 两组病理分型的疗效比较：腰痛宁组凸起型
37 例，有效 36 例（97.3％），破裂型 6 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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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例（66.67％），游离型 2 例，有效 1 例（50％）；
独活寄生丸组凸起型 35 例，
有效 21 例
（60.00％）
，
破裂型 7 例，有效 3 例（42.86％），游离型 3 例，
有效 1 例（33.33％）。经统计学处理，两组凸起
型之间的疗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腰
痛宁组优于独活寄生丸组；两组破裂型及游离型
之间的疗效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3.3 两组证候分型的疗效比较：腰痛宁组血瘀证
31 例，有效 30 例（96.77％），寒湿证 9 例，有
效8例
（88.89％）
，
湿热证 3 例，
有效 2 例
（66.67％）
，
肝肾亏虚证 2 例，有效 1 例（50％）；独活寄生
丸组血瘀证 32 例，有效 17 例（53.13％），寒湿
证 7 例，有效 5 例（71.43％），湿热证 3 例，有
效 1 例（33.33％），肝肾亏虚证 3 例，有效 2 例
（66.67％）。经统计学处理，两组血瘀证之间的
疗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腰痛宁组优
于独活寄生丸组；两组寒湿证、湿热证以及肝肾
亏虚证之间的疗效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
3.4 腰痛宁组中不同病理类型之间的疗效对比：
凸起型的疗效明显优于破裂型和游离型（P＜0.01）
3.5 腰痛宁组中不同证候类型之间的疗效对比：
血瘀证的疗效明显优于肝肾亏虚证，二者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0.01），但腰痛宁组中其他证型
之间的疗效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3.6 不良反应：腰痛宁组皮疹 1 例，占 2.22％；
独活寄生丸组皮疹 1 例轻度腹泻 1 例，
占 4.44％。
停药后不良反应均消失。两组部分病例（腰痛宁
组 29 例，独活寄生丸组 24 例）1 个疗程前后肝功
能、肾功能、血常规、尿常规等指标对比无明显
改变。
3.7 部分病理随访结果：对部分停药半年的显效
病人进行了随访，腰痛宁组 19 例，复发 2 例，占
10.53％，远期有效率 89.47％；独活寄生丸组 8
例，复发 4 例，占 50％，远期有效率 50％。两组
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说明腰痛宁组远期
疗效优于独活寄生丸组。
4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中医“腰腿痛”范畴，其发
病机理是腰部筋骨损伤或虚损，无力固定髓核，
髓核脱出，压迫经脉，经脉气血运行受阻，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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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病程日久，每因劳累、感受风寒湿邪而诱
发或加重。治疗关键在于活血化瘀、通经活络、
强筋壮骨。
腰痛宁胶囊和独活寄生丸都具有活血通络、
祛散风寒湿邪的功效，常用于腰腿痛的治疗。腰
痛宁胶囊主要由马钱子、土鳖虫、全蝎、乳香、
没药、川牛膝、麻黄、苍术、甘草等组成，重在
活血通络强筋；独活寄生丸由独活、桑寄生、防
风、牛膝、细辛、当归、川芎、秦艽、桂枝、茯
苓、芍药、甘草、人参、干地黄等组成，长于祛
风除湿止痛，补肝肾，益气血。本研究显示，腰
痛宁胶囊与独活寄生丸比较，两组的总有效率分
别为 91.1％、55.56％（P＜0.01）两组凸起型之间
的疗效对比及两组血瘀证之间的疗效对比均有显
著差异（P＜0.01），对部分显效病人的随访结果，
两组的远期有效率分别为 89.47％、50％
（P＜0.01），
说明腰痛宁胶囊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优于独
活寄生丸。
本研究还显示，腰痛宁胶囊对前述不同病理
类型和证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均有治疗效果，腰
痛宁胶囊对血瘀证的疗效优于肝肾亏虚证的疗效，
但与其他证型之间的疗效对比无统计学差异。我
们认为这是由于腰痛宁胶囊通过其活血化瘀强筋
作用消除或减轻了存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不同病
理类型和证型之中的瘀血，使损伤得到修复或部
分修复的结果。
本研究还显示，腰痛宁胶囊对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凸起型的疗效优于破裂型和游离型，这可能
与凸起型的纤维环没有完全破裂，病损相对较轻，
用药后恢复较好有关，综合上述分析及研究的结
果，说明活血化瘀、通络经筋、改善血流循环、
修复损伤是腰痛宁胶囊取效的基础，揭示了腰痛
宁胶囊的组方更切中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机。
本文结果表明，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具有疗效好、不良反应少、安全、作用持久、
服用方便等特点，可以作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口服用药的首选。（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 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49-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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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临床研究
王凤芝 丁怀顺

邵先周

（安徽省蒙城县中医院

233500）

为了观察腰痛宁胶囊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活动
期的疗效，自 1998 年 3 月～2001 年 10 月间治疗
本病 50 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所有病例均符合有关文献诊断标准。（1）晨
僵 ≥ 30min ；（ 2 ） 外 周 关 节 炎 ；（ 3 ） 血 沉
（ ESR ） >20mm/h 或 C 反 应 蛋 白 （ CRP ） ＞
10mg/L;(4)肌腱端病。凡符合强直性脊柱炎（AS）
诊断标准，并具备以上 4 项中≥3 项者列为观察对
象。80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50 例，男
43 例，女 7 例；年龄 24～42 岁，平均 28.4 岁；
病程 6 个月～15 年，平均 8.4 年；病情分期根据
骶髂关节炎 X 线平片和 CT 纽约 5 级分类法。早
期（骶髂关节炎Ⅱ级）16 例，中期（骶髂关节炎
Ⅲ级）24 例，晚期（骶髂关节炎Ⅳ级）10 例。对
照组 30 例中，男 27 例，女 3 例，年龄 22～45 岁，
平均 27.8 岁，病程 5 个月～14 年，平均 8.6 年，
早期 7 例，中期 18 例，晚期 5 例。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口腰痛宁胶囊（河北承德中药集团有
限公司生产）
，
每次 6 粒，
黄酒兑少量温开水温服，
每日 1 次。对照组服吲哚美辛，每次 25mg,每日 3
次。两组均治疗 1 个月观察疗效。观察期间不服
其他药物。

3 治疗结果
3.1 观察指标： 主要症状和体征：关节疼痛、肿
胀及整体功能分级按照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分
会痹病学科组制定的标准。实验室指标：ESR、
CRP、免疫球蛋白（Ig）
、补体 C3、血液流变学和
大便肺炎克雷伯菌（kp）培养。X 线常规骶髂关
节正位片或 CT 扫描。
3.2 疗效评定：按照 1988 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于昆明会议制定的 AS 疗
效标准进行评定。治疗组 50 例，近期控制 12 例
（24％），显效 20 例（40％），有效 16 例（32％）
，
无效 2 例（4％）
，控显率 64％，总有效率 96％，
对照组 30 例，
显效 6 例
（20％），有效 17 例
（56.7％）
，
无效 7 例（23.3％），控显率为 20.0％，总有效率
76.7％。控显率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1）；总
有效率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
3.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肿胀积分值比较：见表 1。
除对照组膝、踝关节肿胀积分值治疗前后无统计
学意义外，两组患者治疗后腰骶关节和髋关节疼
痛积分值，膝、踝关节疼痛和肿胀积分值较治疗
前明显降低（P＜0.05 或 P＜0.01）;除髋、膝、踝
关节疼痛积分值两组治疗后无显著性差异外，其
他积分值治疗组均低于对照组（P＜0.05 或 P＜
0.01）
。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关节疼痛和肿胀积分值比较（分， x ±s）
膝
组别

腰骶疼痛
疗前

2.6±0.8（50）

疗后

1.1±0.2（50）*△△

治疗组

踝

髋疼痛
3.6±0.7（46）
1.2±1.5（46）**

疼痛

肿胀

疼痛

肿胀

2.8±0.6（24）

1.68±0.76（18）

2.4±0.8（16）

1.88±0.82（15）

1.0±0.4（24）**

0.59±0.68（18）**△

1.2±03（16）**

0.56±0.62（15）**△△

疗前

2.5±0.7（30）

3.4±0.2（18）

2.9±0.5（12）

1.64±0.72（10）

2.4±0.2（10）

1.84±0.92（6）

疗后

1.8±0.4（30）**

1.2±0.4（18）**

1.2±0.6（12）**

1.50±0.72（10）

1.0±0.4（10）**

1.52±0.42（6）

对照组

与本组疗前比较，*P＜0.05，**P＜0.01；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内为例数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关节功能和体征变化情况比较（ x ±s）
组别

脊柱（度）

指地距（cm）

晨僵（min）

20cm 行速（s）

整体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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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屈

后伸

侧弯

62.67±24.50（42）

5.64±5.20（42）

6.36±4.24（42）

33.6±18.4（50）

108.4±30.6（45）

19.68±7.20（50）

2.8±1.8(50)

8.68±6.10（42）*

9.68±4.68（42）

10.2±5.6（50）*△

24.3±10.2（45）*△

15.42±3.60（50）*△

1.2±0.4(50)

82.48±36.24（42）*

67.56±26.32（24）

6.50±5.24（24）

7.46±6.24（24）

28.9±10.2（30）

98.6±54.8（20）

24.68±5.42（30）

2.6±1.0(30)

76.38±20.19（24）

7.25±06.03（24）

9.04±8.12（24）

24.2±11.6（30）*

42.6±21.0（20）*

20.30±7.24（30）

2.0±0.6(30) *

疗
治疗

前

组

疗
后

*△△

疗
对照
组

前
疗
后

与本组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疗后比较，△P＜0.05，△△P＜0.01；
（）内为例数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指标和 ESR 测定值比较（ x ±s）
组别

IgG

IgA

疗前

17.02±3.85

4.28±2.10

2.18±1.01

1.40±0.42

72.0±24.0

疗后

12.14±2.62**△△

2.64±0.70*△

1.32±0.70*△△

1.20±0.30*△

30.8±32.1**△△

疗前

16.82±4.20

4.12±1.12

2.30±0.62

1.42±0.50

60.2±22.3

疗后

16.50±4.10

3.68±1.10

2.10±0.62

1.50±0.42

52.4±26.8

例数

IgM

C3

(g/L)
治疗组

50

对照组

30

ESR
(mm/h)

与本组疗前比较，*P＜0.05,* *P＜0.01;与对照组疗后比较，△P＜0.05，△△P＜0.01

3.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关节功能和主要体征变化：
见表 2。除对照组脊柱活动度、20m 行速和治疗
组脊柱侧弯度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外，两组患者
治疗后其他各项指标均得到明显改善（P＜0.05）;
除脊柱活动度两组治疗后比较无显著差异外，其
他指标改善程度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
。
3.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指标和血沉测定结果
比较：见表 3。治疗组患者治疗后免疫球蛋白、补
体、C3、ESR 较治疗前降低（P＜0.05 或 P＜0.01）,
对照组治疗前后变化不明显；治疗后各指标下降
值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CRP
转阴率治疗组为 94％（47 例）
，对照组为 90％（27
例）
，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3.6 治疗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变化：治疗
前全血高切粘度（mPa·s）、全血还原低切粘度
（mPa·s）
、血浆比粘度（mPa·s）
、纤维蛋白原（g/L）
分 别 为 7.42±0.90 、 22.86±3.64 、 1.86±0.48 、
6.18±1.40，治疗后分别为 5.46±0.68、17.86±3.20、
1.68±0.14 和 3.60±0.82（P＜0.05 或 P＜0.01）

3.7 治疗组患者治疗前后大便 kp 的变化：治疗前
大便 kp 菌培养阳性者 26 例（52％），治疗后转阴
23 例（88.5％，P＜0.01）
，假阳性者 3 例。
3.8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影像学观察：治疗组 50
例中，治疗后未见骨质改变 46 例，4 例较治疗前
加重；对照组 30 例中，未见骨质改变 5 例，25
例较前加重，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
4 讨论
AS 活动期是疾病进展时期，它直接影响着
AS 的发展和预后。此期主要表现为腰骶部疼痛、
僵硬加重、夜间尤甚，活动后减轻，多伴发热、
下肢关节肿痛、舌红或暗红、舌苔黄腻、脉濡数，
属湿热瘀阻的标实证候。腰痛宁胶囊方中马钱子
清热利湿、解毒止痛为君药，乳香、没药、甘草
活血通络，疏散寒邪，消肿止痛，引诸药达病所，
临床疗效较好，恰好适合本病病机。
（本文原载于中
医杂志 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55-56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²76²

腰痛宁胶囊研究论文汇编

The research papers of Yaotongning capsule

方孝甫

方孝琼

（四川省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病专家门诊

老年病人腰椎间盘突出症甚多，笔者用腰痛

635000）

不适。

宁胶囊治疗，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6

1 资料与方法

资料及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

1.1 临床资料：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3 月，120

采用成组设计的 t 检验。

例门诊患者随机分为 2 组。
诊断均符合以下标准：

2 结果

①腿痛重于腰痛，腿痛呈典型的坐骨分布区疼痛；

2.1

②神经分布区的皮肤感觉麻木；③直腿抬高较正

39 例，有效 16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91.7％；

常减少 50％或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作牵张试验（即

对照组 60 例，显效 25 例，有效 14 例，无效 2 例，

腘窝区域指压神经）引起肢体的近远两端放射痛；

总有效率 65.0％。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④出现肌肉萎缩、运动无力、感觉减退和反射减

（P＜0.01）
。两组症状缓解和消失时间对比见表 1。

弱四种神经体征中的两种；⑤与临床检查水平一

从表 1 可见，治疗组起效快，疗程短，两组差异

致的影像学检查发现，包括椎管造影、CT 和 MRI

有显著性（P＜0.01）
。同时，胃功能改善方面，

等；⑥不伴较严重的心、肺、肝、肾内科疾患。

治疗组显效 20 例，有效 34 例，无效 6 例，总有

治疗组 60 例，其中男 19 例，女 41 例，年龄 52～

效率 90％，对照组显效 10 例，有效 35 例，无效

85 岁，平均 69±16 岁；对照组 60 例，男 21 例，

15 例，总有效率 75％，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女 39 例，年龄 55～79 岁，平均 67±12 岁。两组

＜0.01）
。

在年龄、性别、发病时间、腰椎间盘突出方向均
有可比性（P>0.05）
。

统计学方法：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计量

两组症状缓解情况比较：治疗组 60 例，显效

表 1 两组腰腿痛缓解和消失时间比较（d，x ±s）

1.2 治疗方法：对照组每晚口服泰立芬〔江西康

组别

例数

缓解时间

消失时间

明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赣卫药准字（1997）第

治疗组
对照组

60
60

2.2±0.5 *
4.5±1.5

32.5±12.0 *
53±17.5

158008 号〕1.0g;治疗组采用腰痛宁胶囊〔由承德
中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ZZ-5483-冀卫药准
字（1995）第 080197 号〕
，每晚服 4 粒。两组治
疗期间无特殊情况均不增用其他方法及药物。21
天为 1 个疗程。
1.3 观察项目：腰腿痛缓解情况，血液流变学参
数变化，肝肾功能，血尿常规，骨量、骨密度变
化，食欲变化及用药期间的不良反应。
1.4 腰腿痛控制疗效评定标准：①显效：治疗 3
周，症状、体征消失，行走 500 米后无症状发生；
②有效：治疗 3 周自觉症状明显减轻，体征改善，
行走 500 米后症状未加重；或症状减轻，体征部
分改善，行走 500 米后症状有加重；③无效：治
疗 3 周症状体征未缓解。
1.5 胃功能改善评定标准：①显效：食欲明显改
善，上腹舒适；②有效：食欲有改进，上腹可有
不适；③无效：食欲无改善甚或下降，上腹痞满

与对照组比较，*P＜0.01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参数比较：见表 2
表 2 示，两组治疗前血液流变参数各指标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后纤维蛋白
原、血浆比粘度、血细胞比容治疗组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意义（Ｐ＜0.01)。治疗后治
疗组的纤维蛋白原含量、血浆（比）粘度、血细
胞比容、血小板聚集率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差
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 或 P＜0.05)，而全
血（比）粘度较治疗前有所降低，但无统计学意
义（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测定
除血小板聚集率降低外，其余各项指标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P 均＞0.05）
。
两组用药期间，肝肾功能、血尿常规、骨量
骨密度均无明显变化，部分相关资料未予统计学
处理。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参数比较：（ x ±s）

腰痛宁胶囊研究论文汇编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60

对照组

60

纤维蛋白原（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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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比）粘度

全血（比）粘度

1.87±0.22

血细胞比容

血小板聚积率（％）

治疗前

3.94±1.09

5.96±2.51

0.475±0.041

71±16

治疗后

3.17±0.80*

1.61±0.17*

5.23±1.42

0.412±0.021*

52±21*

治疗前

3.91±0.98

1.86±0.21

5.89±2.63

△
0.468±0.039

68±21

治疗后

3.88±0.95

1.82±0.24

5.84±2.41

0.459±0.019

59±27**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1 , * *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1

3 讨论

血去瘀，消肿定痛。药理研究证实其含油树脂部

老年人由于激素水平、营养状态、转化生长

分能降低雄兔高胆固醇血症，并能防止斑块形成，

因子、免疫遗传因素多方面的关系，特别是雌激

也能使家兔体重有所减轻。古代推崇乳香、没药

素、甲状旁腺素、降钙素、甲状腺素、活性维生

二药合用，如《本草纲目》提出：
“乳香活血，没

素Ｄ、雄激素、皮质类固醇、生长素等多因素变

药散血，皆能止痛、消肿、生肌，故二药每每相

化后的负面作用，导致成骨与溶骨，生骨与吸收

兼而用。”
《医学衷中参西录》亦指出：
“乳香、没

失去动态平衡，出现单位体积的骨量减少，骨质

药二药并用为宣通脏腑，流通经络之要药，故凡

变薄，骨小梁数目减少变细。因而形成了老年人

心胃胁腹肢体关节诸痛皆能治之。„„其通气活

腰椎间盘突出的病理基础，从而使腰椎部位的神

血之功，又善治风寒湿痹，周身麻木，四肢不

经根或以下的马尾神经受累。这些神经支配区域

遂„„，能解毒消肿，生肌止痛，虽为开通之品，

的肢体出现相应的疼痛、麻木，甚至肌力、反射

不致耗伤气血，诚良药也。
”从表 2 看出，腰痛宁

的改变。虽然腰痛宁胶囊与泰立芬均可能有效地

可明显抑制凝血因子的活性，降低血液粘度，改

改善已经降低的骨密度与骨量，但临床上二者均

善血液循环，降低血管阻力，扩张血管，增加组

能有效地缓解腰椎间盘突出后的相应症状和体征，

织氧的利用度，从而改善局部组织供血供氧，减

特别是能缓解最令病人伤感的疼痛，提高了老年

轻肌肉萎缩、运动无力、感觉减退、所射减弱等。

病人的生活质量。从表 1 可以看出，镇痛方面腰

这与乳香、没药同用不无关系。此外，马钱子与

痛宁明显优于目前备受推崇的治疗骨关节炎国家

没药同具胃动力作用，故食欲增进明显。腰痛宁

二级新药泰立芬。

配伍巧妙，马钱子大毒，经调制与去毒，加之受

腰痛宁中的主药马钱子性味苦寒有毒，
“对大

乳香追毒作用，马钱子毒性得到有效控制。治疗

脑皮质，能增强兴面和抑制过程，„„也兴奋植

组未见心、肝、肾毒性反应，个别病员连续服腰

物神经中枢，增进胃肠道蠕动和食欲。
”推测马钱

痛宁胶囊，日 4 粒，已达 90 多天仍能良好耐受，

子能有效地增强体内阿片受体的兴奋性，从而起

说明安全系数较高。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 2002 年第

到镇痛作用。乳香性味辛、苦、温，主要功能调

43 卷增刊第 58～59 页）

气活血，定痛追毒；没药性味苦平，主要功能散

腰痛宁治疗活动期类风湿性关节 86 例临床观察
杨大男 程吉东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自 1998 年以来，我们用腰痛宁治疗活动期类
风湿性关节炎（RA）86 例，并以雷公藤多甙片、
吲哚美辛作对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告如
下。

吕基广
25301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所有病例均来自我院门诊及住院
病人。将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和
《实用中医风湿病学》
（路志正，焦树德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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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出版社，1996）所定有关标准的 156 例活动
肿胀、功能障碍指标、晨僵时间、握力、15m 步
期 RA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86
行时间等症状体征的变化情况。
例，男 33 例，女 53 例；年龄 18～60 岁，平均 37.8
1.4 红外线热像图检查：采用日本 San—eibT66
±2.6 岁；病程 3 个月～28 年，平均 7.6±0.8 年。
型红外线热像仪，利用红外线热成像技术测试关
对照组 70 例，男 26 例，女 44 例；年龄 19～61
节表面温度，在室温 22℃～25℃、温度 40%～60%
岁，平均 26.9±2.5 岁；病程 2 个月～27 年，平均
的环境中，让受试者端坐，在静息状态下暴露测
7.5±0.9 年。所有受试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疼痛、 试部位 20 分钟，以适应环境并安定情绪。
测试时，
肿胀、变形及功能障碍等表现。血沉（ESR）＞
受试者待测部位距摄相机 0.5m，分别测定双手背
40 ㎜/ｈ，C 反应蛋白（CRP）＞20 ㎎/L。两组患
侧近端指关节温度，记录并摄片，观察用药前后
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病情分布状态方面均具
患者双手近端指关节表面温度的变化。
有可比性（P 均＞0.05）
。
1.5 炎性标志物的检测：于用药前后分别检测患
1.2 治疗方法：治疗组口服腰痛宁（承德中药集
者的 ESR 和 CRP 水平。ESR 测定采用国际血液
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批号冀卫药准字 1995 第
学标准化委员会推荐的Ｗestergren 法；CRP 测定
080197 号）4 粒，每日 2 次。对照口服雷公藤多
采用免疫扩散法。
甙片（湖南株洲市制药三厂生产）20 ㎎，每日 3
1.6 血液流变学检查：采用江苏省锡山市医疗光
次；吲哚美辛 25 ㎎，每日 3 次。服药 60 天后观
学仪器厂生产的ＸＢＨ-35 型全自动血流变综合
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症状体征的变化、红外线
检测仪，以全血粘度、血浆粘度、全血还原粘度、
热像图的改变、炎性标志物的变化、血流变各项
纤维蛋白原等为检测指标检测。
指标的变化。
1.7 统计学方法：组间组内各数据用ｔ检验，有
1.3 临床疗效观察：疗效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
效率以 X2 检验，Ｐ＜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床研究指导原则》
。在症状体征的观察中，关节疼
2 结果
痛、肿胀、功能障得的计算方法为：
（-）或 1 级
2.1 临床疗效分析见表 1、表 2。
计 0 分，
（+）或Ⅱ级计 1 分，
（++）或Ⅲ级计 2
2.2 用药前后红外线热像图的变化见表 3。
分，
（+++）或Ⅳ级计 3 分，其指数为所有关节计
2.3 用药前后炎性标志物的变化见表 4。
分之和［轻重分级标准参照《新药（西药）临床
2.4 用药前后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的变化见表 5。
研究指导原则》
］
，
15m 步行时间超过 120s，
按 120s
计算。观察患者用药前后其临床疗效及关节疼痛、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例（％）〕
组 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

效

有 效

无

效

总有效

治疗组

86

30（34.9）

39（45.3）

8（9.3）

9（10.5）

77（89.5）

对照组

70

13（18.6）

19（27.1）

22（31.4）

16（22.9）

54（77.1）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及体征的变化（ x ±s）
组 别
治疗组

对照组

例数

关节疼痛指数

关节肿胀指数

关节功能障碍指数

晨僵时间（h）

双手握力（kPa）

15m 步行时间（s）

86

23.6±2.6

16.8±2.2

2.6±0.3

2.1±0.5

5.6±1.1

65.7±9.8

治前
治后

86

治前

70

治后

**△△

**△

5.9±2.1

4.5±2.1

22.9±2.3

70

13.6±2.2

**△

0.8±0.2

15.9±2.6

**

**△

0.9±0.3

2.5±0.3

*

**

9.5±2.3

1.6±0.4

**△△

8.8±1.5

2.2±0.2

5.7±1.3

*

*

1.5±0.3

30.8±9.6**

△△

62.6±9.9
45.3±9.5**

6.3±1.2

与本组疗前比较， * P<0.05,* *P <0.01;与对照组治后比较，△P<0.05，△△P<0.01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双手指关节表面温度变化（ x ±s）
组 别
治疗组

例数

拇

指

治前

86

36.13±1.86

治后

86

27.59±1.88**

食

指

中

35.26±1.88
△

27.16±1.87**

指

无名指

34.67±1.89
△

26.96±1.86**

小

33.99±1.91
△

26.67±1.89**

指

33.51±1.87
△

△

26.3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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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前

70

36.09±1.81

34.99±1.86

34.53±1.78

32.99±1.76

33.16±1.81

治后

70

32.31±1.79*

32.81±1.89*

31.02±1.82*

30.86±1.77*

30.56±1.86*

与本组治前比较， * P<0.05,* *P <0.01;与对照组治后比较，△P<0.01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标志物的变化（ x ±s）
组

别

例数

治疗组

对照组

ESR(mm/h)

CRP(mg/L)

治前

86

79.16±5.66

治后

86

22.32±5.68*

19.87±5.39*

治前

70

76.91±5.71

35.87±5.63

70

*

29.99±5.71*

治后

36.56±5.36

△

43.82±5.69

△

与本组治前以较，* P<0.01;与对照组治后比较，△P<0.01

表 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流变各项指标的变化（ x ±s）
组 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治前

例数

全血粘度（mPa²s）

血浆粘度（mPa²s）

全血还原粘度（mPa²s）

纤维蛋白原（g/L）

86

5.89±0.38

2.36±0.29

9.76±0.41

5.96±0.38

*△

*△

*△

△

3.19±0.41*

治后

86

4.13±0.35

治前

70

5.68±0.32

2.29±0.28

9.68±0.44

5.87±0.36

治后

70

5.36±0.33

2.22±0.26

9.49±0.43

5.79±0.39

1.35±0.27

6.53±0.45

与本组治前比较， *P<0.01;与对照组治后比较，△P<0.01

3 讨论
RA 是一种以关节症状为主的自身免疫性疾
病，具有反复发作、致残率高的特点，属常见的
难治性疾病。由于 RA 病因不明，至今尚无根治
办法，因此，采取早期诊断，有效控制 RA 活动
是抑制 RA 病情发展、防止关节破坏甚至致畸的
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近年来，我国学者运用
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从多层次、多角度
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探索出不少有效的药
物，已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
RA 属中医的“尪痹”
、
“骨痹”
、
“鹤膝风”等
范畴。在 RA 的活动期，患者多表现关节局部的
红、肿、热、痛、功能障碍，此阶段的病机主要
为瘀毒壅盛。所以瘀血凝滞，闭阻经脉，稽留关
节而发病；所谓毒，指湿热毒邪侵犯关节、肌肉、
筋脉而致痹。腰痛宁方中的主要成分马钱子苦寒
有毒，具有清热散结，消肿止痛之功效，善治一
切风湿顽痹之疾；配以乳香、没药，活血逐瘀，
通络止痛而利关节。故达到清热散结，活血通络
之目的，对 RA 活动期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ESR、CRP 滴度是 RA 病情活动的敏感指标，

能反映炎症活动程度。红外线热像图利用红外线
热成像原理，可形象、直观地探知病变关节的体
表温度，根据 RA 病变以小关节对称性发病的特
点，选择患者双手近端小关节为检测部位，可通
过体表温度变化，综合客观地反映病变关节的炎
性病理改变。血液流变学检测可反应 RA 患者血
液粘稠度及纤溶活性的状态，而血液粘稠度增高
及纤溶性降低都是 RA 患者血管增生、血管翳形
成的重要因素，而血管增生和血管翳的形成又是
造成 RA 患者滑膜炎的一个病理基础，故检测血
液流变学各项指标可从某一个侧面揭示 RA 的病
理变化。经临床观察证实，腰痛宁能有效地改善
患者的症状、体征及 ESR、CRP、红外线热像图、
血液流变学等各项检测指标，消炎镇痛，延缓滑
膜炎性病变，从而达到控制病情活动、缓解临床
症状、改善关节功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是
治疗活动期 RA 较为理想的药物。（本文原载于中医
杂志 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60-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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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联合英太青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李强思

黄成君

杨会喻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人民医院内一科 261100）

近年来，我们应用腰痛宁联合英太青治疗类
风湿性关节炎（RA）88 例，对照组单用英太青
45 例，并观察了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及治疗前
后实验室指标，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33 例 RA 患者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ARA）
1987 年标准，按随机分组法分为两组。联合治疗
组 88 例，男 20 例，女 68 例；年龄 40~65 岁，平
均 55.6 岁；病程 5 个月~20 年，平均 9.8 年。对
照组 45 例，男 11 例，女 34 例；年龄 41~66 岁，
平均 54.5 岁；病程 6 个月~21 年，平均 9.1 年。
疼痛及功能分级：疼痛分为 4 级。0 级——无
疼痛；Ⅰ级——轻度疼痛，可忍受，不影响休息；
Ⅱ级——中度疼痛，疼痛不持续，但发作时可相
当痛苦，治疗前二夜，至少发作一次，影响睡眠；
Ⅲ级——重度，持续性疼痛，不能忍受，经常影
响睡眠。
关节功能分为 4 级：Ⅰ级——功能无影响；
Ⅱ级——轻、中度受限，但尚能正常活动；Ⅲ级
——明显受限，影响日常生活；Ⅳ级——卧床或
坐椅，不能单独活动。
2 治疗方法
联合治疗组在明确诊断后服用腰痛宁胶囊 6
粒，睡前半小时用黄酒兑少量温水送服，每日 1
次，英太青 50mg，每日 2 次；对照组单用英太青
50mg，每日 2 次。治疗期间停用其它甾体或非甾
体类药物，不用其它中成药、中药及激素等。
实验室检查：补体 C3 和免疫球蛋白 IgA、
IgG、IgM 采用积板法，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
CD3、CD4、CD8、CD4/CD8 采用 AP-AAP 免疫
酶标法，试剂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生产。
3 结果
3.1 疗效判定标准：临床治愈：治疗后受累关节
肿痛消失，关节功能达Ⅰ级或提高Ⅱ级以上。RF、
ESR 正常，停药后可维持 3 个月以上。显效：受

累关节肿痛明显好转或消失，RF、ESR 未完全恢
复正常；或 RF、ESR 正常，但关节肿痛未完全消
失。有效：治疗后关节肿痛好转。无效：治疗 1~2
个疗程后受累关节症状无缓解。
3.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 88 例，痊愈 7
例，显效 40 例，有效 29 例，无效 12 例，总有效
率 86.3%。对照组 45 例分别为 4 例、15 例、15
例、11 例及 75.60%。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
3.3 治疗前后症状改善情况比较：两组均能明显
改善 RA 患者的指关节晨僵时间、受累关节肿痛
程度，关节功能和上肢握力均改善（P＜0.05）。
两组间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但无显著性差
异（P＞0.05）
。
3.4 对理化指标的改善：两组均能改善治疗后的
实验指标（P＜0.01），但两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
3.5 对体液免疫的影响：联合治疗组在治疗前
IgG、IgA、IgM 显著高于健康人，并以 IgG、IgM
为明显（P＜0.05），经治疗后与自身变化比较，
比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但补体 C3 变化不
大。提示腰痛宁联合英太青治疗可明显抑制 RA
患者异常增强的抗体形成功能，经治疗 IgG、IgM
仍未完全恢复正常，说明 RA 患者的免疫复合物
经治疗后仍未完全消除。
3.6 对细胞免疫的影响：联合治疗组患者 CD3、
CD4 稍高于正常，但 CD8 明显低下，治疗后 CD8
明显回升，但仍与正常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
CD3、CD4 变化不大。一般认为，辅助性 T 细胞
（CD4）和抑制性 T 细胞（CD8）是免疫调节的
中心枢纽，两者关系失调，就会导致免疫功能紊
乱，本组患者在治疗前 CD4/CD8 与健康组比较明
显异常（P＜0.05），而治疗后 CD4/CD8 已接近正
常值，说明其免疫功能有所改善，这与免疫球蛋
白的改善以及临床症状的恢复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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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副作用：联合治疗组 88 例中，白细胞减少 2
例，闭经 1 例，胃肠症状 2 例，眩晕 1 例。单用
英太青组 45 例中，头痛 1 例，眩晕 1 例，有胃肠
症状 1 例，均未影响治疗。
4 讨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属疑难病症，治疗复杂且难
以治愈，尚无特异疗效。目前内科治疗的目的在
于控制炎症，缓解症状，控制病情发展，保持关
节功能和防止骨破坏和关节畸形。Trenthem 认为
RA 病变的最初 18 个月或 2 年是治疗关键，正是
在这一时刻药物还可以阻止病变发展，国外对 RA
的治疗强调早期、合理选用病程药（DMARD）物
和联合用药。在疾病的早期进行积极治疗，RA 的
全部过程可能完全逆转。
腰痛宁胶囊是承德中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中药名牌产品，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
温经通络之功效。药理研究发现，该药能抗炎、
镇痛、调节免疫功能及改善微循环等，因此该药
对类风湿性关节炎肯定有较好的临床效果，但该
药为中药，起效较西药慢。英太青（Antine）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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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非甾体抗炎药（MSAID）
，可选择性地切断花
生四烯酸代谢系列中环氧合酶的作用环节，阻断
前列腺素 E2 的合成途径，具有抗炎、镇痛、解热
作用，可在短期内使关节疼痛、肿胀和晨僵减轻，
关节功能改善，但是，本药对致病的免疫反应以
及病的进程无明显影响。我们在临床实践中，用
腰痛宁联合英太青治疗 RA 则可较大限度地发挥
协同作用，达到提高疗效之目的。研究结果发现，
采用腰痛宁联合英太青治疗 RA 不仅疗效迅速而
且疗效增高，其临床总有效率高达 86.3%，明显
优于对照组（75.6%，P＜0.05），且能调整机体的
免疫机理，影响 RA 的活动性和进展。
总之，腰痛宁胶囊联合英太青治疗类风湿性
关节炎治疗 RA 不仅疗效高，而且副作用少，不
失为治疗 RA 较好的方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
用。（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77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 97 例
赵建生

杜瑞珍

赵涛 林伟

王远奋

（广东省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998-2000 年，我们应用具有温经散寒、活血
通络、消肿止痛作用的腰痛宁胶囊治疗包括腰痛
症状在内的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 97 例，取得
了满意的效果，兹将临床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
147 例患者中 101 例符合 1998 年昆明中西医
结合风湿类风湿疾病学术会议诊断标准，46 例符
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1987 年制订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诊断标准。上述病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腰痛宁胶囊内服治疗组（简称治疗组）97 例，其
中风湿性关节炎 68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 29 例；
门诊 69 例，住院 28 例；男 51 例，女 46 例；年
龄 16～69 岁，平均 43.44±11.94 岁；病程 4 周～
27 年，平均 3.58±3.77 年，对照组 50 例，其中风
湿性关节炎 33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 17 例；门诊

王静

田宏良

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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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例，住院 10 例；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17～
66 岁，平均 42.91±10.78 岁；病程 3 周～21 年，
平均 3.61±3.55 年。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P＞
0.05）
。
２ 治疗及观察方法
治疗方法：治疗组口服“山庄牌”腰痛宁胶
囊（承德中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由马钱子
粉调制，乳香、没药、甘草等中药组成，内容物
为黄褐色粉末，气微香，味微苦），每粒含有效成
分 0.3g，对照组口服尪痹冲剂（广西康生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由川乌、草乌、威灵仙、桑寄
生等中药组成）
，每袋装原生药 10g，第一个月时，
两组每日分别服药 2 次，每次服腰痛宁胶囊 3 粒，
或尪痹冲剂 20g，均为早餐后半小时，晚睡前半小
时服，第 2 个月时，仍为每日 2 次，早服腰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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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 4 粒，尪痹冲剂 10g；晚服腰痛宁胶囊仍为 3
粒，尪痹冲剂 10g；第 3 个月时，体质较好，能耐
受，无任何不良反应，病情亦需要继续服药的患
者，每日服药改为 3 次，每 8 小时 1 次，早 7 时
内服腰痛宁胶囊 3 粒，尪痹冲剂 20g；下午 3 时服
腰痛宁胶囊 3 粒，尪痹冲剂 20g；晚 11 时服腰痛
宁胶囊 2 粒，尪痹冲剂 10g。其余 1/3 的病例按第
2 个月时的方法服药，每次均用黄酒兑少量温开水
于食后送服药物。均 3 个月为 1 个疗程，采用双
盲双模拟法，分别将治疗药与对照药进行统一包
装，外形、颜色统一，分别命名为风湿 I 号，风
湿 II 号，试验结果全部临床资料统计后再揭盲，
用药期间禁用激素及其他一切中西药、理疗、针
灸等治疗。
３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根据相关文献拟定。临床治愈：
症状全部消失，功能活动恢复正常，主要理化检
查指标基本正常。显效：全部症状或主要症状消
除，关节功能基本恢复，能参加正常工作和劳动，
理化检查指标基本正常。有效：主要症状基本消
失，主要关节功能基本恢复或明显进步，生活不
能自理，或者失去工作和劳动能力转为劳动和工
作能力有所恢复，主要检查指标有所改善。无效：
和治疗前相比较，各方面均无进步。
3.2 两组临床总疗效比较：治疗组 97 例，临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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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 8 例（8.2%），显效 8 例（8.2%），有效 69 例
（71.1%），无效 12 例（12.4%）
，总有效率 87.6%。
对照组 50 例，临床治愈 3 例
（6%）
，显效 4 例
（8%）
，
有效 19 例（38%）无效 24 例（48%）
，总有效率
52%。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0.05）
。
4 讨论
腰痛宁胶囊是由制马钱子、乳香、没药、甘草
等药组成，其他保密部分也应是在疏散寒邪、温
经通络、消肿止痛类药的范畴。方中马钱子苦寒
有大毒，有较强的开通经络、透达关节、散寒除
湿、消肿止痛的作用，对于寒邪深伏、疼痛剧烈
的风湿顽痹有奇特的功效。乳香、没药辛散苦降
温通，芳香走窜，内通脏腑，外达经络，活血止
痛，消肿生肌，对于顽痹之气滞血瘀，消除病变
之充血水肿独奏奇功。甘草缓急止痛，协调药性，
诸药共奏温经散寒、活血通络、消肿止痛之功效。
我们采取了分次法，从小剂量开始，逐渐递增，
依据个体的差异性、耐受性，病情的需要性，最
后用到既能耐受，又有明显效果的理想状况，从
而在临床上科学合理、有效地掌握其用法与用量。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 11 月第 43 卷第 8 期第
846-847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 60 例疗效观察
周贤刚

许明德

（四川省隆吕县人民医院

临床资料
本资料共 120 例，均系我院中医、康复理疗
科 2002 年 5 月～2003 年 5 月门诊患者，
用抽签法
随机分为治疗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两组病例
性别、年龄、症状等一般情况比较，具有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
治疗组 腰痛宁胶囊：每日 1 次，每次 4 粒，
晚上睡前服用。服用时，将盒中腰痛宁胶囊特制
黄酒 1 支加适量白开水送服，不耐酒者可以用白
开水送服。10 天为 1 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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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奥丁尼胶囊（酮洛芬缓释胶囊）每
日 1 次，每次 1 粒（0.2g）
，晚饭后服用。10 天为
1 个疗程。
两组病例治疗 3 个疗程（中途治愈者可停止
治疗）后评定疗效。
观察指标
腰腿痛的性质：钝痛、刺痛、酸痛、冷痛、
放射痛。
腰腿痛的程度分级及记分标准：①无：没有
疼痛症状或已恢复正常（记 0 分）。②轻度：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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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或偶尔出现（记 1 分）
。③中度：疼痛较为明
显，时轻时重或间断出现，对工作和生活有一定
影响（记 2 分）
。④重度：疼痛较重，持续出现，
影响工作和休息（记 3 分）
。
舌象变化 观察治疗前后舌象的变化。
统计学处理 有序分类资料用 Wilcoxon 秩和
检验,两样本均数比较用 t 检验,两样本率比较用 X2
检验。
疗效判断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治疗腰痛的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如下疗效判断标准：①
治愈：腰腿痛及其相关症状全部消失，不影响活
动及工作；②显效：腰腿痛近乎消失，仅劳累或
天气变化时有轻度疼痛，功能恢复，不影响日常
工作，或病情由重度转为轻度；③有效：腰腿痛
的症状和体征有减轻或改善，但病情不稳定，停
药后有复发，对重体力劳动有影响；④无效：临
床症状和体征无变化，甚或加重。
结果 两组病例治疗 3 个疗程后，治疗组与
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1.67%、70.00%。经
Wilcoxon 检验，u=2.62＞u0.01=2.58，P＜0.01，按
a=0.05 水准可认为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两组疗效
比较有高度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治疗组能显著改善钝痛、刺痛、酸痛、冷痛、
放射痛的程度，治疗前后比较有显著性差异（t
值分别为 9.09、8.52、7.85、8.84、8.88）且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的治疗作用
（t 值分别为 3.08、2.98、
2.35、4.01、3.56）
，P＜0.01 或 P＜0.05。
舌苔变化情况经 X2 检验，治疗组治疗后常苔
率为 70.00%，明显优于治疗前 36.67%（X2=12.09，
P＜0.01）
，与对照组常苔率 48.33%比较也有显著
2
差异（X =4.97，P＜0.05）
。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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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组方之中，马钱子功专通络散结，
消肿止痛，为伤科要药，
《医学衷中参西录》曰其
“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远胜于它药”。现代
药理研究证实马钱子含番木鳖碱（士的宁）、马钱
子碱、番木鳖次碱等，能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特
别对脊髓有高度选择，有较强的抗炎镇痛作用，
故为君；川牛膝既能补肝肾、强筋骨，又能通血
脉而利关节，性善下行，用治下半身腰膝关节酸
痛，为其专长，故而《本经》说：“（牛膝）主寒
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
”苍术辛散温
燥，配以麻黄温散寒邪，以治寒湿偏盛之腰腿痛
尤为适宜，乳没活血伸筋、化瘀止痛，共用为臣；
佐以全蝎、僵蚕祛风通络止痛，尤其前者，
《玉揪
药解》曰：“穿筋透骨，逐湿除风。”可见全蝎通
络止痛之功甚佳，土鳖虫破血逐瘀，黄酒辛热，
温经散寒，再增药力；甘草为使，调和全方。诸
药合用，共行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之
功。
对腰腿痛尤其病程长久患者的治疗应“虚则
补之”
，若腰痛宁胶囊组方中适当补充养血填精益
髓如当归、熟地以及补肾强筋健骨如淫羊藿、杜
仲、续断、狗脊等之类的药物，其疗效可能还要
好一些。
此外，腰腿痛除药物治疗外，还应嘱患者坚
持体育锻炼，多进行腰部肌肉练习，增强腰椎的
稳定性，注意保持脊柱的生理弯曲，卧床要软硬
适度，避免风寒侵袭等，以加强对腰腿痛的预防
和保健。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区医师》2004 年第 20 卷
第 8 期第 35 页系“腰痛宁”杯有奖征文一等奖）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89 例
吴良发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医院东院急诊科

366000）

【摘要】 目的：探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方法。方法：腰痛宁胶囊2粒兑少量黄酒兑服，1个月为1疗程，服
药1～3个月观察疗效。结果：治愈16例，显效31例，有效40例．无效2例(其中1例为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结论：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明显效果，而且经济简便，是一种较理想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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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腰痛宁胶囊 腰椎间盘突出症 疗效观察
笔者近年来采用河北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

3 体会 腰椎间盘突出症又名腰椎间盘纤维环

限公司生产的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89

破裂症，主要是由于椎间盘发生退行性病变或椎

例，收到满意疗效，报告如下：

间盘发育上的缺陷，导致腰椎间盘纤维环薄弱，

1 资料与方法

髓核冲破纤维环而向侧后方膨出或突出，压迫神

1.1 一般资料 本组腰椎间盘突出症89例，均经

经根与马尾或髓核产生症状。本病属中医“痹症”

CT确诊。其中2例属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89

范畴，乃由正气不足、外伤、劳损受寒、着凉、

例中男性66例，女性23例，年龄最大56岁，最小

感受水湿之邪而致。当人体正气不足，风寒湿邪

21岁，平均37岁。疗程最短者2天，最长者1年。

内侵、痹阻经络致气血运行不畅或因劳力不慎，

1.2

治疗方法

除绝对卧床(硬板床)休息2～4周，

跌、扑、闪、挫致腰椎充血凝滞则发生痹症。另

配合牵引外，每天早晚两餐饭后腰痛宁胶囊2粒，

外，感寒受凉，冒雨涉水，使寒湿之邪阻体力，

兑少量黄酒兑服。1个月为1疗程，服药1～3个月

气血凝滞腰府亦可发生痹症。根据病因病机，治

观察疗效。

宜除湿通络，祛风止痛。腰痛宁胶囊由土鳖虫、

2 疗效观察

麻黄、乳香、没药、川牛膝、全竭、僵蚕、苍术、

疗效标准 治疗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直腿

中药组成。由乳香、没药、川牛膝等组成的腰痛

抬高试验正常，腰部及臀部、下肢无不适感，休

宁胶囊祛风，化瘀止痛，改善局部循环，不断消

息3个月后能从事原工作。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

除病理产物，故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引起的腰腿痛

基本消失，直腿抬高试验60°以上，恢复原工作。

具较好的治疗作用。另外，腰痛宁胶囊兴奋脊髓

有效：症状减轻，直腿抬高试验明显好转，能适

神经及其所支配的肌群，调整失衡的椎体，使轻

当从事轻松工作。无效：临床症状好转不明显或

型的椎间盘突出还纳。从而解除症状。本病例中

无变化。

有1例患者年岁较大(51岁)，病程较长(约半年)，

2.1

2.2

治疗效果 89例中治愈16例(17.98％)，显效

且属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病情较重，即腰痛

31例(34.83％)，有效40例(44.94％)，无效2例

宁胶囊治疗无效，故考虑择期手术疗法，以便早

(2.25％)，总有效率97.75％。无效者，其中1例为

日康复。（本文原载于《中国临床医药研究杂志》2004

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疗程在半年以上。

年总第131期第14001页）

腰痛宁与小活络丹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对比观察
王志文 袁强 张爱国 郭晓庄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河北

2001-2004 年用腰痛宁和小活络丹对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进行疗效对比观察,现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分层分段随机方法 ,利用
SAS 8.0 软件 PROCPLAN 过程步模拟产生随机数,
按随机数均衡安排试验组和对照组用药顺序,该顺

唐山

063000

序即为每个病例的药物编号。接受本项研究的患
者共 200 例,有 6 例因没坚持服药退出观察。实验
观察 194 例,腰痛宁组 98 例,小活络丹组 96 例,其中
男 159 例,女 35 例。年龄最小 23 岁,最大 55 岁,病
程在 6 个月以内者 96 例,7 个月~1 年 54 例,1~2 年
44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程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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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0.243,t= 1.170 及 1.127,P>0.05)。
1.2 诊断标准 ①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临床疾病
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
勤部卫生部.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北京:人民军
医出版社,1987.705-706]。②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

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确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
病症诊断疗效标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02]。

1.3 临床表现 194 例在治疗前均有腰痛向臀部
及下肢放射,腰棘旁或棘突间有压痛,并向患侧下
肢放射,腰活动受限,Lasegue 征及加强试验阳性。
有腰部外伤史 89 例,咳嗽或腹压加大等因素诱发
疼痛加剧者 132 例,腰生理曲度变直 80 例,脊柱侧
弯 71 例,跟、膝腱反射与健侧对比,减弱或消失为
119 例,小腿后外侧及足背外侧感觉减退 53 例,腰
椎正侧位片变窄或不等宽 42 例,81 例 CT 扫描均
见有不同程度的椎间盘膨出、突出或脱出,两组临
床资料采用 X2 检验(X2=0.728),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9)。
1.4 治疗方法 腰痛宁胶囊组(承德颈复康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患者每晚于睡前 0.5h 服药 1 次,
每次 4~6 粒,以黄酒加适量白开水送服。首次服用
均以 4 粒开始,逐日增加 1 粒,最多服至 7 粒。于增
加剂量过程中如发现腰痛加重或腰背肌有僵硬感
等治疗反应时,即不再增加剂量而以此量或减 1 粒
为维持量,继续用药。如服至 7 粒仍无上述反应,
亦不再增加剂量,即以 7 粒为维持量,28 d 为 1 个疗
程。小活络丹组(兰州佛慈制药厂生产)患者服小活
络丹,每日 2 次,每次 1 丸,用黄酒送服。
服药期间注
意休息,避免剧烈活动或精神紧张的工作,治疗 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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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疗效评定标准:根据《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
好转标准》和《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将疗效
评定为:治愈,腰腿痛症状消失,直腿抬高试验达 70°
以上,跟、膝腱反射正常,能恢复原工作;好转,腰腿
痛减轻,腰部活动功能改善,直腿抬高试验有进步,
能从事较轻工作;未愈,治疗后腰腿痛症状,直腿抬
高试验,跟、膝腿反射均未改善。腰痛宁组治愈 24
例,好转 69 例,未愈 5 例,有效率 94.90%。小活络丹
组治愈 15 例,51 例好转,未愈 30 例,有效率 68.75%。
两组总有效率经 X2 检验(X2=22.42),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P<0.001),腰痛宁组优于小活络丹组。两组在
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明显毒副性反应。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中医学腰痛范畴,多因腰部
感受外邪、劳伤、肾虚引起气血运行失调,脉络绌
急,腰府失养而致。病机为气滞血瘀,经络痹阻。病
变部位在腰部。我们体会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
小活络丹对寒湿凝滞、痰瘀痹阻引起的肢体疼痛、
麻木拘挛效果较好;腰痛宁对寒湿、瘀血及肾虚等
诸型腰痛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现代研究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肢体疼痛不
但与机械压迫神经有关,也与突出物周围的非特异
性炎症有关。本研究证明腰痛宁能消退病变部位
炎症,促进和改善局部循环,消除病理产物,消除或
减轻充血、水肿、粘连等对神经根的压迫,减少局
部致病代谢产物对神经根的刺激,使疼痛症状缓解
或消失。
（本文原载于《中国骨伤》2005 年 12 月第 18
2

卷（卷终）第 12 期第 760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肾虚寒湿型腰痛的疗效观察
蒋国印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消防支队机关门诊部 050000）

【中图分类号】R259

【文献标识码】B

2004年1月～2006年8月，笔者单纯以腰痛宁
胶囊治疗肾虚寒湿型腰痛36例，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36例，男34例，女2例，年龄
20～26岁，平均年龄22岁。

【文章编号】1681—2476(2006)02—0120-0l
1.2 诊断标准 36例病例符合《中药治疗腰痛的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肾虚寒湿型腰痛”的诊
断标准，西医诊断为腰肌劳损l4例，腰肌纤维组
织炎l2例，坐骨神经痛8例，强直性脊柱炎2例。
1.3 治疗方法 予腰痛宁胶囊［组成：马钱子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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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炎，坐骨神经痛。腰痛宁胶囊，具有疏散寒
邪，温经通络，消肿止痛之功效，方中马钱子祛
风除湿，温阳散寒，麻黄发散寒气，乳香、没药、
川牛膝活血化瘀，全蝎熄风解痉，通络止痛，僵
蚕熄风止痛，苍术除湿散寒，甘草调合诸药。
研究表明，腰痛宁胶囊对物理、化学、电刺
激等因素所致疼痛反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明显
抑制和减轻实验动物由二甲苯、蛋清及棉球所致
的炎症反应，肿胀明显降低，能减轻由刺激坐骨
神经所致的屈肌反射幅度，使坐骨神经对刺激的
敏感度降低，痛阈提高。长期毒性实验，对动物
血液系统、肝脏功能无影响，对心、肝、脾、肾、
脑无损害，能改善腰部神经、血管、肌肉功能状
态，消除局部炎症，而达到治疗效果。（本文原载

(调剂)、土鳖虫、麻黄、乳香、没药、川牛膝、全
蝎、僵蚕、苍术、甘草］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Z13020898，每次6粒，1日1次，
睡前半小时以黄酒10ml兑少量温开水送服，2周1
个疗程。
2 结果
2.1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治疗腰痛的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分为痊愈、显效、有效、无效。让
患者依据服用腰痛宁胶囊后疗效，作自我评价。
2.2 治疗结果 痊愈20例，显效l0例，有效6例，
总有效率100％ 。
3 讨论
腰痛是常见证候，祖国医学认为：腰痛的主
要病因为肾虚感受寒湿之邪，临床多见肾虚寒湿
证，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腰肌劳损，腰肌纤维

于《中华现代中医学杂志》2006年第2卷第2期第120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吴小平
（云南省贡山县人民医院

云南

贡山

673500）

[摘要] 目的 观察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方法 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组在常规非手术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腰痛宁胶囊,每次 5 粒,每日 1 次,10 d 为 1 个疗程,并与对照组进行疗
效比较。结果

治疗组临床症状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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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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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由于髓核脱水,使椎间盘失
去正常的弹性和张力,在此基础上,由于较重的外
伤或反复多次的不明显损伤,造成纤维硬化或破裂
[1]
,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表现
出的一种综合征。临床以腰部和一侧下肢放射痛
为该病的主要症状。
治疗以非手术为主,但 10%~80%
[2]
患者需手术治疗 。笔者在 2004 年 6 月—2005 年
6 月在常规非手术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腰痛宁
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0 例,疗效满意,现报道
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60 例患者中,男 29 例,女 31 例;年
龄 36~68 岁;病程最长达 3 周,最短 3 h;其中膨隆型
22 例,突出型 19 例,其他 19 例;出现腰痛 59 例,坐
骨神经痛 57 例,大小便障碍 1 例,会阴区感觉异常 1
例。随机分为治疗和对照组各 30 例,2 组在性别、

年龄、疗程、分型、症状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有可比性。
1.2 方法 2 组均常规卧床休息,硬膜外腔使用皮
质激素、β -七叶皂静滴。无大小便障碍及会阴区
感觉异常者给予自动牵引机牵引。治疗组加用腰
痛宁胶囊 5 粒,每日 1 粒,连用 10 d 为 1 个疗程。治
疗过程中密切观察腰痛、坐骨神经痛、大小便障
碍等症状的缓解和消失情况。治疗后 5,10 d 分别
检测肝功、肾功各 1 次。检测结果未发现明显损
害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2 组的总有效率的比较用 X2 检
验。
2 疗效观察
2.1 疗效评定标准 显效:腰痛、坐骨神经痛等症
状完全缓解,体征消失;有效:腰痛、坐骨神经痛基
本消失或部分消失,偶尔有轻微症状出现;无效: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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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坐骨神经痛无缓解或反复发作,症状及体征无
改善。
2.2 治疗结果 2 组疗效比较见表 1,治疗组疗效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3 典型病例
患者,女,56 岁,于 2004 年 9 月 13 日初诊。患
者于 1 周前由于长期弯腰劳动,感腰痛并逐渐加重,
不能站立行走,腰痛以腰骶部为主并放射到右大腿
外侧,咳嗽时明显加重,饮食尚可,二便正常。既往无
特殊,扶送入院。查体:一般情况尚可,头颅、血管
及心肺正常,腹平坦,肝脾不肿大,脊柱生理弯曲尚
存,腰 4-5,腰 5—骶 1 棘突间压痛,向右旁开 1 cm 处
压痛并沿坐骨神经放射痛,右下肢直腿抬高及加强
试验阳性,肌力正常,生理反射正常,未引出病理反
射。CT 显示:腰 4—5、腰 5—骶 1 椎间盘突出。
拟诊:腰 4—5,腰 5—骶 1 椎间盘突出症。处理:平
卧休息,静滴用β -七叶皂甙、地塞米松等药物;每
日服用腰痛宁胶囊 5 粒,服用第 2 天开始腰痛逐渐
减轻,连用 10 d 症状安全缓解,随访 0.5 a 无复发。
表 1 2 组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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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中医学中属“腰痛”和“痹
证”的范围,治疗以温经散寒,活血祛瘀,祛湿止痛,
舒筋活络为主。本组病例应用腰痛宁胶囊治疗,其
机制是:①本品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
作用,最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②本品对
物理、化学、电刺激等因素所致的疼痛反应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特别使坐骨神经对刺激的敏感度明
显减低,痛阈也相对增加,可减轻由于髓核突出,压
迫神经根所致的腰痛合并坐骨神经痛;③本品明
显抑制和减轻实验动物由二甲苯,蛋清及棉球所致
的炎症反应,肿胀明显降低,由此可改善椎间盘组
织与受压神经根的相对位置,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
消除神经根受压症状。本组病例在非手术治疗的
基础上加用腰痛宁胶囊。对缓解和消除腰痛和一
侧下肢放射痛,近期疗效优良率达 93%,且无明显
不良反应,故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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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19

9

2

93

对照组

30

9

11

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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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探讨
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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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评价腰痛宁胶囊非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2003年1月～2006
年6月来院就诊并确诊的患者123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治疗组62例，对照组61例，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0.05)。治疗组服用腰痛宁胶囊和辅助药物并配合理疗。对照组服用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英太青)和辅助
药物并配合理疗。结果 治疗组经过2～3个疗程。有56例(占90.32％)临床症状完全消失，步履如常，随访1～
2年无复发；另6例(占9.68％)经3～4个疗程治疗，仍有轻微的临床症状，经随访1年临床症状无加重；对照组
经过3～4疗程有42例(占68.95％)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步履如常，有10例(占16.39％)治疗时间延长5～6个疗程，
仍有腰腿痛症状，另有9例(占14.58％)治疗6～8个疗程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随访1～2年对照组有24例(占
39.34％)患者复发。结论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通过改善腰部神经根、血管、肌肉的微循环灌注，
减轻疼痛，消除神经根无菌性炎症及周围组织充血，临床疗效明显、价廉安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腰痛宁 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 临床疗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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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f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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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Wang Xu . linyi Municipality Hospital ,Shandong Province.Linyi 276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and evaluate clinical effect of Yaotongning Capsule in the non—operative
therapy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Methods 123 patients with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by
clinically diagnosed，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3 to June 2006，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treatment group with 62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61 patients．There was no statistics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P >0.05)．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Yaotongning Capsule，auxiliary
medicine and physical therapy，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iclofenac sodium sustained release
capsules(Yingtaiqing)，auxiliarv medicine and physical therapy．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the clinical symptom
of 56 patients(90.32％)completely disappeared after 3~4 periods of treatment．and there was no recurrence in the
period of 1～2 years follow-up．The clinical symptom of the other 6 patients(9.68％)was light after 3～4 periods of
treatment，and there was no aggravation in the period of 1 years follow-up．The control group：the clinical symptom
of 42 patients(68.95％)vanished essentially after 3～4 periods of treatment．The treatment course of another 10
patients(16.39％)was prolonged by 5～6 periods of treatment，whose waist and legs were still aches．The clinical
symptom of another 9 patients(14.58％)was not obviously improved after 6～8 periods of treatment．The recurrence
occurred in 24 patients(39.34％)in the period of 1～ 2 years follow-up．Conclusions By improved the
microcirculation perfusion of the waist nerve root，blood vessel and muscularity，Yao tongning Capsule in the
therapy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can alleviate the pain，and eliminate asepsis inflammation of the
nerve root and peripheral tissue congestion．It is inexpensive and safe，with obvious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and
deserves further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Yaotongning Capsule Treatment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Evaluation of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腰椎间盘突出是一种常见病[1]。Geskill综合国
际各方面的报道发现，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
国家，均有约60%～80%成年人在他的一生中某一
个时期发生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症多见于老年
人，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因腰椎间盘自身
血液供应差，很容易发生退缩性改变，这也是腰
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病临
床医师可根据临床表现作出初步诊断，但要明确
诊断应赖于影像学检查。本研究组病例均经影像
学检查确诊，经筛选123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
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服用腰痛宁胶囊和辅助
药物并配合理疗；对照组服用双氯芬酸钠缓释胶
囊（英太青）和辅助药物并配合理疗。通过进行
临床观察比较，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疗效明显，症状消失快且治疗病程短，现将研究
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03年1月～2006年6月来我
院就诊病人123例，临床资料齐全，经CT、MRI
诊断明确。其中男性78例（占63.41%）,女性45例
（占36.59%）；年龄38～74岁，平均50.1±6.9岁；
随机分为两组进行治疗观察，两组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P＞0.05）。123例病人均有明显的腰腿痛
病史，临床症状呈向单侧或双侧腿部放射痛，多
数患者坐骨神经疼痛明显时，腰痛症状反而减轻
[2]
。60%的患者伴有下肢麻木,部分患者有下肢肌
肉萎缩，病程最长的35年，最短的10d。123例患
者中：L4/L5椎间盘突出68例（55.28%）,L5～S1椎
间盘突出29例（占23.58%）,L4～L5和L5～S1双椎
间盘突出26例（占21.14%）；全部病例均符合《中
药新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草案》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3]。体温
37.5℃以上者，血压高于170/100mmHg以上的患
者为排除病例。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腰痛宁胶囊（承德颈复
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每粒0.3g，1次6粒黄酒兑少
量温开水送服，一日1次，睡前半小时服用，同时
加服骨刺消痛液（北京同仁堂制药）每次20ml，
每日早晚各一次；维生素B1（鲁抗辰欣药业有限
公司）每次2片（20mg），每日3次；维生素B12
（山西临汾云鹏药业有限公司）每次2片（100μg），
每日3次；每天电磁波治疗仪治疗30min，10d为1
疗程。对照组：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中国药科
大学制药有限公司）每粒0.2g，每次2粒，每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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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餐后温开水吞服，其他辅助药物及理疗时间、
其变化。
疗程和治疗组一致。
1.3.2 疗效观察标准 治愈：腰腿疼痛完全消失，
1.3 疗效观察
直腿抬高70°以上，步履正常，能恢复正常工作；
1.3.1 观察指标 ①安全性观测：包括一般体检
好转：腰腿部活动功能改善；无效：症状体征改
项目检查，血尿便常规检查，心电图和肝肾功能
善不明显。
检查，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②疗效性能观测：
2 结果
症状包括腰腿痛，下肢麻木乏力、口干、便秘等，
2.1 统计学方法 组间率的比较采用X2检验。
每周观察其变化，体征包括压痛、肌力、肌张力、
2.2 治疗结果 ．
神经反射、直腿抬高试验等，每个疗程前后观察
2.2.1 疗效分析 见表1。
表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2

56（90.32）

6（9.68）

0

100

61

42（68.95）

10（16.39）

9（14.58）

85.34

对照组
2

注：与对照组比较，X =3.86，P＜0.05。

2.2.2 安全评价 所有研究组病例，血尿便三大
常规，肝、肾功能和心电图安全性检测，治疗前
后无明显变化，服药期间无严重不良反应；对照
组个别病例有胃脘部不适，但可耐受，中途无病
例退出。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典型症
状是腰痛，并向一侧或双下肢放射痛，严重者可
伴下肢感觉障碍及腰腿功能障碍。临床上以L4～
L5、L5～S1椎间最容易发生病变[4]。根据对本课题
的回顾性总结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
析探讨。
3.1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表现及病理变化
3.1.1 典型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 ①腰椎间盘突
出的典型症状为腰痛并向单侧或双侧放射痛；多
数患者首先有腰痛而后有坐骨神经痛，有的患者
坐骨神经痛时，腰痛反而较前减轻。腰痛产生的
机制与突出的椎间盘组织压迫及刺激纤维环表层，
后纵韧带和硬膜囊有关。突出椎间盘组织压迫刺
激椎管内神经时，则产生沿坐骨神经行程放射的
下肢痛。② 只有腰痛或腿痛：早期突出物只牵引
刺激纤维环表层，后纵韧带及硬膜囊前壁，不压
迫神经根时，只出现腰痛症状。腰痛可在扭伤后
突然发生，以后逐渐减轻，但不久又发作。在突
出物不能退缩时，就出现持续性腰痛。对反复发
作的相同性质腰痛，解释原因尚未一致，有学者
认为是纤维环缺乏痛觉神经末梢不敏感，突然的
破裂致严重的腿痛或麻木的病人有时会掩盖轻微
的腰痛。③ 腰腿痛的加重或减轻：咳嗽、喷嚏、
排便均可使椎管内压增高，加重对神经末梢或神

经根的刺激，从而使椎间盘突出所致腰腿痛加重。
另外，久站、久坐及活动后突出物加重也可使腰
腿痛加重。相反，卧床休息可降低血管内压，改
善微循环，从而使疼痛减轻或缓解。④ 间歇性跛
行：由于腰椎间盘突出可促使椎管、侧隐窝或神
经根狭窄，步行时加重了神经根的充血或阻碍了
神经根的血运或突出物的加重，可导致腰腿痛发
作或加重。⑤其他症状：部分病人可有患肢发凉，
皮肤降温，但足背动脉搏动正常，这可能是交感
神经纤维受刺激引起患肢末梢血管收缩所致。
3.1.2 临床体征 ①腰部压痛及骶棘肌痉挛：腰
椎间盘突出症肌旁可有压痛并向下肢放射，压痛
明显处在患侧相应病变，椎间盘棘突旁。骶棘肌
痉挛可使脊椎处于强迫体位。②坐骨神经牵拉试
验阳性：常用的有直腿抬高试验、直腿抬高加强
试验、弓弦试验、仰卧起坐试验及健侧抬高试验
等。直腿抬高试验最常用，其阳性率达90％以上。
③ 神经系统异常：a感觉异常：突出椎间盘刺激
或压迫神经根的程度不同导致分布的皮肤对痛觉
过敏，减退甚至麻木，通常以减退为主。b运动改
变：受侵犯神经根所支配的肌肉功能常减低。L4～
L5椎间盘突出压迫腰5神经根，使所支配的拇趾背
伸力减弱。S1神经根受损时，拇趾及足跖屈力减
弱。c反射改变：L3～L4椎间盘突出时膝反射减弱；
L4～L5椎间盘突出时膝反射可正常，减退或亢进；
L5～S1椎间盘突出时跟腱反射减退或消失。d肌萎
缩：一般在坐骨神经痛出现1～2个月后就可出现
小腿前外侧肌组及腓肠肌萎缩。本研究组部分病
例有肌萎缩改变。
3.2 腰椎间盘突出CT、MRI诊断
3.2.1 CT表现 ①椎间盘后缘局限性突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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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弧形突出的软组织影边缘锐利、光滑，边缘与
椎间盘成钝角，CT值60～90Hu，闪烁处理显示与
椎间盘相连且密度一致。中央型突出者见椎间盘
后缘正中呈丘状隆起，从腹侧压迫脊髓或马尾；
椎间孔型突出者见突出的软组织结构位于椎间孔
内，占据神经根的位置，CT值与椎间盘一样；偏
侧型突出介于前两者之间，压迫一侧的脊髓或侧
隐窝。②硬脊膜囊受压变形：硬脊膜囊受压可呈
新月状或不对称性压迹及偏移，且硬脊膜囊外脂
肪间隙变窄或消失，CT扫描或清楚显示该征象。
③ 神经根受压移位：见于椎间孔型或偏侧型突出
的病例，受压移位的神经根常难以和髓核区分，
呈所谓神经根淹没征。④ 突出的椎间盘钙化，由
于CT的对比分辨率高，发现椎间盘突出的钙化率
远高于腰椎x线平片[5]。
3.2.2 MRI表现 ① 冠状面可见腰椎侧弯。②矢
状面可见生理前突消失，椎间隙变窄或正常。T 加
权像见突出椎间盘呈舌状向后方伸出，突出髓核
与或突出部分髓核(母核)之间有“窄颈”相连，无
上下移位征象，其组织信号强度与该椎间盘的信
号相同或略低。T：加权像可见突出的髓核呈高或
低信号(比脑脊液低，比脊髓高)。椎间盘后突使硬
膜囊和脊髓局限受压，椎管脂肪线被突出的椎间
盘截断，硬膜外脂肪移位。突出上下可见纵行高
信号，系硬膜外静脉丛受压致血流变慢的信号。
③轴位可见中央型突出者脊髓或马尾神经受压，
椎间孔型突出者见髓核突出向椎间孔，使椎间孔
变窄并压迫神经根。无纤维环破坏征象。
3.3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在
某种程度上属于自限性或自愈性疾病，据有关资
料统计约80％～90％的患者通过非手术治疗可获
得满意疗效，本课题用腰痛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症62例，临床疗效观察取得满意效果，临床治愈
率达到90.32％，与有关统计数字基本一致。由此
证明：除马尾神经损害持续加重的患者外，腰椎
间盘突出症均应以非手术治疗为首选。但是目前
临床上以手术治疗的状况很普遍，这种过度治疗
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增加了病人的手术
痛苦及负担，还导致手术失败的发生率居高不下，
应引起同行的高度关注。有时单纯手术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虽然手术治疗比较彻底，但许多患者
术后腰痛及下肢麻木仍要持续4～6w，有的时间更
长。通过选择采用腰痛宁胶囊及辅助药物骨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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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液、维生素Bl、维生素Bl2配合电磁波治疗仪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从治
疗时间，临床症状消失程度，治愈率等方面比较
明显高于对照组，治愈率达90.32％，总有效率达
100％。腰痛宁胶囊为中草药制剂，其主要成份为
马钱子粉、土鳖虫、麻黄、乳香、没药、川牛膝、
全蝎、僵蚕、苍术、甘草等10味中药制成，具有
通络止痛、散结消肿、破淤血、续筋骨、发汗散
寒、利水消肿、活血止痛、消肿生肌、逐淤通经、
通利关节、息风镇痉、通络止痛、祛风定惊、燥
湿健脾、祛风散寒、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缓急
止痛，扶正祛邪，标本兼治的功效。经现代实验
研究证实腰痛宁胶囊具有减轻组织充血、水肿、
炎性细胞的浸润等作用，不仅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并能改善微循环，增加锥体动脉、神经根与椎间
盘的营养，使局部组织张力降低，达到解除神经
根与脊髓的压迫，以进一步缓解和消除本病症状。
辅助药骨刺消痛液具有驱风通络、活血止痛的作
用。维生素Bl、维生素Bl2具有维持神经的正常功
能的作用。电磁波治疗仪具有消炎、化淤、镇痛、
减少渗液、调节生理机能等效用，与其同用增加
了腰痛宁胶囊的疗效。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虽然
具有很好镇痛作用，但是从腰椎间盘突出的病理
过程看，它的作用范围小，只局限于镇痛消炎上，
所以疗效不如腰痛宁胶囊显著，临床观察该药还
具有止痛，活血温经，改善微循环，促进静脉回
血等作用。因此能加快症状的改善，减轻病人的
痛苦，明显缩短病程，且价廉、安全性好，无不
良反应，所以认为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症具有一定的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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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临床观察
计福全 那海芬

刘井利

（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承德 067000）

关键词:腰腿痛; 中医药疗法; 腰痛宁胶囊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腰痛宁胶囊是根据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郭晓庄院长临床经验方研制的中成药制剂(由马
钱子、僵蚕、全蝎、土鳖虫等 10 味中药组成),具
有消肿止痛、祛风散寒、温经通络的功能,系国家
中药保护品种。药理、毒理学实验证实,腰痛宁胶
囊对各种物理性及化学性疼痛、各种急性或慢性
炎症反应,均有明显治疗作用,且使用安全,无明显
毒副反应。为进一步客观评价该药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笔者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上海市黄浦区中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以
腰痛片(浙江杭州胡庆余堂生产)为对照,对 241 例
腰腿痛患者进行临床观察,现将观察结果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观察合格受试病例 241 例,采用多中
心、随机、开放阳性药平行对照的临床试验研究
方法,分为腰痛宁胶囊治疗组 191 例,腰痛片对照组
50 例。
治疗组中,男 108 例,女 83 例;年龄 35~72 岁;
病程 1~20 年。对照组中,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34~72 岁;病程 1~20 年。两组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分
析,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观察病例均为临床试验参加单位的门诊或住
院患者。
观察以腰腿痛为主要症状的疾病:腰椎间盘
突出症、腰椎骨质增生症、坐骨神经痛、腰肌劳
损、腰肌纤维炎、慢性风湿性关节炎。
1.3 病情程度评价
疼痛:不痛者为 0 分,痛但能忍受者为 1 分,痛
较剧须使用止痛药者为 2 分,痛服止痛药无效者为
3 分。压痛:无压痛者为 0 分,重压才痛者为 1 分,
轻压则痛者为 2 分,广泛压痛者为 3 分。晨僵:无晨

文章编号:1000-0704 (2008) 02-0041-02
僵者为 0 分,有晨僵者为 1 分。行走痛:无疼痛者为
0 分,行走>20 分钟痛者为 1 分,行走>10 分钟痛者
为 2 分,行走>5 分钟痛者为 3 分,行走<5 分钟痛者
为 4 分。抬腿:正常者为 0 分,较正常少 20°为者
为 1 分,较正常少 40°为者为 2 分,较正常少 60°
为者为 3 分。肌痉挛:无肌痉挛者为 0 分,有肌痉挛
者为 1 分。腰部活动:正常者为 0 分,为正常的 2 /3
者为 1 分,正常的 1 /3 者为 2 分, <正常的 1 /3 者为
3 分。麻木:无麻木者为 0 分,有麻木者为 1 分。
病情判定: >14 分者为严重, 8 ~13 分者为中
度,1~7 分者为轻度。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腰痛宁胶囊口服,每次 3 粒,每日 3
次。
对照组:采用腰痛片口服,每次 3 片,每日 3 次。
两组均治疗 1 个月后进行疗效评价,临床治疗
观察期间均不使用其它治疗措施。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显效:治疗后积分较治疗前积分减少 2/3 以上;
有效:治疗后积分较治疗前积分减少≥1/2 <2/3;无
效:治疗后积分较治疗前积分减少不足 1/2。
3.2 结果(见表 1~表 2)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治疗组

191

123

54

14

92.7*

对照组

50

14

27

9

82.0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表 2 两组治疗后临床主症积分比较

(分, x ±s)

组别

疼痛

压痛

肌痉挛

行走痛

治疗组

0.73±0.76*

0.86±0.66*

0.15±0.36*

0.76±0.74*

对照组

1.04±0.70

1.10±0.70

0.28±0.30

0.99±0.76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²92²

腰痛宁胶囊研究论文汇编

3.3 毒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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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寒邪、温经通络的功能。方中马钱子、麻黄

治疗组出现的不良反应和例数:肌颤 8 例,红

辛窜通络;苍术健脾燥湿通络;乳香、没药、土鳖虫、

疹 10 例,心悸 5 例,头晕 6 例,便秘 2 例,室早 2 例(其

川牛膝辛香理气、化瘀通络;僵蚕、全蝎息风止痉、

中 1 例停药,患者原有冠心病室早搏),其余病人均

搜剔通络。诸药合用,共奏祛风散寒、通络止痛之

能坚持服药。肌颤患者一般服药数分钟后逐渐消

功。

失。

临床观察结果表明,腰痛宁胶囊对腰椎间盘突

4 讨论

出症、腰椎骨质增生症、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

腰腿痛属中医学痹症范畴,多因外邪侵袭人体

腰肌纤维炎、慢性风湿性关节炎所致腰腿痛症,均

肌肉、筋脉、关节、经络,导致气血运行痹阻,临床

有良好疗效,临床疗效优于对照药腰痛片。治疗过

表现为腰腿部疼痛、麻木、拘挛、屈伸不利等。

程中,少数患者虽出现肌颤、红疹、心悸、头晕等

中医学认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痹症

不良反应,但无严重不良事件发生,表明腰痛宁胶

日久,久病入络。治宜祛风散寒通络止痛。腰痛宁

囊临床应用有效、安全。
（本文原载于《湖北中医杂志》

胶囊由马钱子、麻黄、苍术、乳香、没药、全蝎、

2008 年第 30 卷第 2 期第 41-42 页）

土鳖虫、僵蚕、川牛膝、甘草组成,具有消肿止痛、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 80 例分析
葛玉杰 杨哓存

李来秀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河南三门峡 472000）

[摘要] 目的 观察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的疗效。方法 治疗组采用腰痛宁胶囊, 1 次 4~6 粒, 1 d 1 次,黄酒兑少
量温开水送服治疗腰腿疼痛 80 例,对照组采用六味地黄丸, 1 次 8 丸, 1 d 3 次。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6. 25%。对
照组总有效率为 75%。结论

腰痛宁胶囊具有镇痛、消肿、抗炎、活血化瘀和恢复运动功能的作用。

[关键词] 腰腿痛; 祛风湿药; 活血化瘀剂
[中图分类号] R 255. 9
[文献标识码] B
近几年来,笔者采用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
80 例,并设对照组,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80 例均有 X 线片,CT 或 MRI 明确诊断,
其中男性 50 例,女性 30 例;最小 18 岁,最大 75 岁,
平均 43.5 岁;病程最短 2 d,病程最长 10 a,其中腰椎
间盘膨出症 45 例,腰椎管狭窄 12 例,急性腰扭伤 5
例,慢性腰部劳损 10 例,腰椎骨质增生 5 例,强直性
脊椎炎 3 例。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腰痛宁胶囊(国药准字 z13020898
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黄酒兑少量温开
水送服, 1 次 4~6 粒, (每粒 0. 3 g)1 d 1 次,临睡前半
小时服用或遵医嘱。孕妇、脑溢血、癫痫患者禁
服。对照组采用六味地黄丸, 1 次 8 丸, 1 d 3 次,两
组均以 1 个月为 1 疗程, 1 疗程后判断疗效。

[文章编号] 1008-9276(2008)04-0376-02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治愈:腰腿
痛等症状全部消失,肢体活动恢复正常;显效:腰腿
痛症状基本消失,过度劳累或阴雨天气偶有腰腿部
不适感,不需要药物治疗,短时间内缓解;有效:主要
症状消失,能从事一般劳动和工作,体能有明显改
善;无效:主要症状改善不明显(尤其是疼痛)或停药
后短期内复发。
3 治疗结果
治疗组 80 例,临床痊愈 43 例,显效 22 例,好转
12 例,无效 3 例;对照组 40 例,临床痊愈 15 例,显效
10 例,好转 10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分别为
96.25%、75%。
4 讨论
祖国医学认为腰腿痛属于中医“痹证”范围,
气血运行不畅,血液循环障碍是腰腿痛发病的主要
原因。共同的病理基础是肌痉挛、组织肿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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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消肿等作用[1];乳香、没药活血祛瘀、理气
止痛、消肿生肌,二者相须使用用于跌打损伤、痈
毒肿痛、风湿痹痛,土鳖虫具有化瘀血、补损伤的
功效。乳香、没药所含的树脂、川牛膝所含的皂
苷、土鳖虫所含的脂肪油、均有降低全血黏度,改
善红细胞变形能力,增加红细胞电泳率,抑制血小
板聚集,降低纤维蛋白原聚集,乳香、没药还具有明
显的抗关节炎、抗炎性水肿、镇痛作用。现代药
理学研究证明,腰痛宁胶囊对物理、化学、电刺激
等因素所致的疼痛反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明显抑
制炎症反应,可使肿胀降低;能改善腰部神经血管
肌肉功能状态,消除局部炎症,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增加局部供氧量及促进组织新陈代谢,消除神经根
及周围组织炎性反应,解除或缓解肌肉痉挛,改善
周围血管牵张,降低肌张力,排除炎性介质消除炎
症,松解压迫、调和气血、舒筋活络、滑利关节、
提高痛阈值达到抗炎、消肿、镇痛之目的 [2]。本
品用黄酒 10 ml 送服药物,能矫味矫臭,提高有效成
分的溶出率,增强止痛作用。
参考文献:

血。现代医学认为腰腿痛是一综合征,很多疾病都
可以引起,如感染、肿瘤、风湿、骨折与脱位、畸
形与退变、内分泌及代谢等疾病。腰部的脊髓及
神经根受压,导致局部充血、水肿、粘连、无菌炎
症,如腰椎间盘突出症、慢性劳损、腰神经痛、腰
背肌筋膜炎症,主要症状为腰腿疼痛、麻木不仁、
屈伸不利。
腰痛宁胶囊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
通络之功效,方中马钱子为祛风湿药,可通经活络、
散结消肿、通痹止痛,用于风湿顽痹或拘挛疼痛,
与苍术、麻黄及活血化瘀药合用,祛风除湿、温经
通络、消肿、活络止痛,缓解风湿痹痛、腰腿疼痛、
四肢麻木、屈伸不利及一切跌打损伤、筋骨受伤
作痛、疮疡肿痛、瘀血肿痛等症。所含的单体多
糖,具有很强的镇痛、抗炎、抗风湿作用,本品有类
激素样作用;含有的多肽神经毒素,有神经阻断剂
作用,可以改善局部微循环,缓解关节肿胀疼痛;所
含的番木鳖碱(士的宁)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对
感觉神经末梢有麻痹作用,可以兴奋脊髓的反射机
能,并能提高大脑皮质感觉中枢的机能。
川牛膝、乳香、没药、土鳖虫为活血化瘀药,
川牛膝补肾强腰、通关节、利血脉,可引药下行、
祛瘀生新,补肝肾、强筋骨、止疼痛,治疗肝肾不足
引起的肾虚腰痛,所含的促脱皮甾酮具有蛋白同化
作用,可促进蛋白质合成,肌细胞生长,增强韧带弹
性,改善韧带增厚变脆现象;还具有抗惊厥、利尿、

原思通.医用中药饮片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
2001.
[2]

陈奇.中成药名方药理与临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1998.
（本文原载于《河南职工医学院学报》2008 年 8 月第 20
卷第 4 期第 376-377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强直性脊柱炎腰骶痛疗效观察
高明利 宋林萱 1 王文龙 2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沈阳

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110032

spondylitis,AS）

1

大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

辽宁中医药大学）

展由腰椎向胸颈部脊椎发展，则出现相应部位疼

是一种原因不明的以中轴关节和肌腱附着点的慢

痛、活动受限或脊柱畸形。

性炎症为主的全身性疾病。以炎性腰痛、肌腱端

1

临床资料

炎、外周关节炎和关节外表现为特点，主要累及

患者来自我院风湿免疫科门诊患者，本次病

骶髂关节、脊柱及四肢关节，好发于青壮年，发

例观察均为强制性脊柱炎引起的腰骶痛患者，男

作多呈隐匿性、间歇性，早期临床特征不显著，

性 30 例，年龄为 25～45 岁，病程 1～25 年。

本病发病隐袭，患者逐渐出现腰背部或骶髂部疼

2

治疗方法

痛和/或发僵，半夜痛醒，翻身困难，晨起或久坐

腰痛宁胶囊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

后起立时腰部发僵明显，但活动后减轻。病情进

产 6 粒，
睡前与盒中黄酒 1 支加适量白开水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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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药 6 周，同时继服就诊前 DMARD 药。服药期

理研究马钱子含有多种结构类似的生物碱，具有

间注意休息，不从事剧烈或紧张劳动。

通络、止痛、消肿作用，主要用于瘫痪症、痹症

3

治疗结果

等病。僵蚕背有白色粉霜状的气生菌丝和分生孢

本组 30 例，经治疗参照《中西医结合治疗风

子，具有祛风定惊、化痰散结之效。全蝎含全蝎

[2]

湿类疾病》 标准评定，显效 10 例，占 33.3%；

毒素及蝎酸、三甲胺、甜菜碱、牛磺酸、甾醇、

有效 19 例，占 63.3%；1 例症状无明显缓解，总

卵磷脂、胺盐等，有镇静、抗惊厥作用，具有息

有效率 96.6%。治疗过程中，1 例症状无明显改善，

风止痉、解毒散结、通络止痛之功。乳香含乳香

1 例有轻微皮肤瘙痒经常规处理皮肤症状好转，其

素，有刺激性，入血能增加多核白细胞，以攻坚

余 28 例无其他不良反应，复查肝肾功能血尿常规

破瘀，具有散寒瘀、止痛、调气舒筋、活血生肌

较初诊时无异常变化。

之效。没药含有没药油、没药酸、树脂、树胶、

讨论

灰白糖类，能破血止痛，行瘀活血。腰痛宁胶囊

AS 是一种常见的以骶髂关节炎和脊柱慢性

用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腰椎骨

炎症为主的周身性风湿性疾病，腰痛不适、晨僵

质增生等病，疗效确切。从本组 30 例病例观察结

和胸腰椎的活动受限是本病最重要的临床表现，

果来看，腰痛宁胶囊对于强直性脊柱炎引起的腰

其病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在不同的患者之间差异

骶痛患者疗效确切，在治疗六周时间内，患者腰

很大，强直性脊柱炎引起的腰骶痛，多数在疾病

骶部疼痛缓解，活动范围大幅改善。初步证实腰

早期会出现，病情较轻的患者一般没有脊柱融合

痛宁胶囊对于强直性脊柱炎引起的腰骶痛患者有

和关节破坏，其疼痛为偶发性的，标准剂量的非

效，且耐受性较好。30 例患者除 1 例症状无明显

甾体类药物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预后多良好，

缓解，1 例轻微皮肤瘙痒停药外，余均无不良反应

但少数会出现非甾体抗炎药不耐受或者无效的现

发生，证实腰痛宁胶囊安全可靠。
（本文原载于《中

象，给这一部分患者日常生活造成诸多不便。腰

国中医风湿病学杂志》2009 年第 12 卷第 3、4 期第 226

痛宁胶囊的主要成分有马钱子、土鳖虫、全蝎、

页）

4

僵蚕、乳香、没药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现代药

产后康复治疗仪配合七叶皂苷钠
和腰痛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路彦伟1 刘玉新1 吴红利2
（1河北省清苑县妇幼保健院 071100

2

河北省清苑县人民医院 071100）

【摘要】目的：观察产后康复治疗仪配合七叶皂苷钠和腰痛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方法：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200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100例。对照组采用七叶皂苷钠和腰痛宁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治
疗基础上配合康复治疗仪治疗。观察2组的临床疗效。结果：试验组总有效率为84％高于对照组的67％；2组治疗
后VAS疼痛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5~7d治愈48
例，占总治愈人数的85．7％；对照组5～7d治愈23例，占总治愈人数的51．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产后康复治疗仪配合七叶皂苷钠和腰痛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较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七叶皂苷钠；腰痛宁；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治疗仪
【中图分类号】R 681.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296(2010)19—00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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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多发病、常见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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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70°；显效：腰腿痛消失或明显减轻，腰部活

要因椎间盘劳损变性、纤维环破裂或髓核脱出等，

动范围基本恢复正常或明显增大，下肢牵拉试验

刺激或压迫脊神经、脊髓等引起的一系列症状群。

阴性，直腿抬高>50°；好转：腰腿症状减轻，腰

发病率以30～50岁最高，多采取保守治疗，一旦

部活动范围增大，下肢牵拉试验阳性，直腿抬高

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易反复发作，则需花费更大

增加>10°；无效：与治疗前对比，症状及体征无

的精力和时间。

明显改善。以痊愈和显效计算总有效率。VAS疼

1 资料与方法

痛评分标准(0～10)：0分：无痛；1～3分：有稍微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外科2004年4月一2009

的疼痛，能忍受；4～6分：患者疼痛并影响睡眠，

年4月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住院患者200例，年

尚能忍受；7～10分：患者有渐强烈的疼痛，疼痛

龄20～50岁，病程5d～l0年．无严重并发症并排

难忍，影响食欲和睡眠。经过5～10d治疗，进行

除其他系统疾病。按诊治次序随机分为试验组和

效果评价。

对照组各100例。2组年龄、性别、病程、病情等

1.4

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比较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组间比

1.1

1.2

治疗方法 试验组使用产后康复治疗仪作用

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试验组总有效率为84％高于对照
组的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VAS疼痛评分 2组治疗后VAS疼痛评分均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痊愈时间 试验组治愈56例，其中5～7d治愈48
例占85.7％；对照组治愈45例，其中5~7d治愈，
23例占51.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于疼痛最明显部位，强度为150～250mV，每天1~2
次，每次20～40min，10d为1个疗程。同时用七叶
皂苷钠20mg溶于5％葡萄糖注射液250ml中静脉
滴注，每天1次，口服腰痛宁胶囊，每天3次，每
次3粒，5d后同时停。对照组只用上述2种药物治
疗10d。2组治疗时均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使其
解除心理负担，增加治疗信心。
1.3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

疗效判定标准 2组患者治疗前后均经CT对

比，并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药诊
断标准”制定的疗效判定标准：痊愈：腰腿痛消
失，功能活动正常，下肢牵拉试验阴性，直腿抬

表l 2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试验组

100

56(56)

28(28)

12(12)

4(4)

对照组

100

45(45)

22(22)

18(18)

15(15)

总有效率(％)
84*
6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2组VAS疼痛评分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5d后

治疗l0d后

试验组

100

6.83±1.21

3.95±0.42*#

1.28±0.31*#

对照组

100

6.77±1.19

4.12±0.59*

2.10±0.3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产后康复治疗仪配合七叶皂苷钠和腰痛宁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经济安全、方便、有
效、无不良反应的治疗措施，对缓解症状，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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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局部肌肉僵硬、痉挛、酸痛等症状，并帮助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中医“腰腿痛”范畴，治

患者恢复体力，迅速解除症状。七叶皂苷钠亦有

疗关键在于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达到“通则不

消肿、抗炎、抗渗出和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1]。

痛”的目的。西医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出现

腰痛宁有消肿止痛、疏散冷邪、温经通络之功效。

疼痛，主要是神经受压、神经根水肿，释放5-羟

三者合用，中西医理论结合，通过不同途径及方

色胺，疼痛加剧，则神经水肿加剧，疼痛更剧，

式的治疗，同时发挥疗效，效果明显、应用简便、

两者互为因果。因而，应首先缓解神经水肿，减

易于推广。同时配合以健康教育，使患者充分认

少致痛物质的释放，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关

识到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提高持续性治疗的

键。产后康复治疗仪通过低频脉冲的电刺激方式

依从性以达到减少复发的目的。

和局部物理作用，调节人体内环境，降低毛细血

参考文献
[1]

王钢，刘保键．注射用β-七叶皂苷钠治疗极重型腰椎

管的通透性，减少炎性渗出，减轻水肿，明显改

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J]．甘肃中华医学院学报，2000，17(4)：

善微循环，促进关节韧带炎症吸收，消除血管痉

13—14．

挛，缓解血管阻塞，增加腰椎间盘的血液供应；

（本文原载于《临床合理用药》2010年10月第3卷第19期

还可直接作用于疼痛部位，疏通经络，缓解疲劳，

第93-94页）

²临床应用²

三步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5 例
李永富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1993 年以来，采用药物穴位注射、
手法复位、
药物内服巩固三步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5 例，
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35 例均为门诊病人，均经 CT 确
诊。其中男 19 例，女 16 例，年龄 22 岁~72 岁，
病程最长 10 余年，最短两个月。均腰痛并伴有不
同程度的一侧或两侧坐骨神经痛。
1.2 治疗方法 穴位注射的药物有利多卡因针
10ml，维生素 B12 针 500 微克 2ml，维生素 B1 针
2ml，强的松龙针 5ml，川芎嗪针 2ml，复方氨基
比林针 2ml，用一次性 20ml 注射器抽取药物，注
射到突出椎间盘的夹脊穴，休息 20 分钟后，行手
法复位术。若坐骨神经疼痛较甚，下肢有发凉的
感觉可在昆仓穴注射 654-2 针 1ml。手法复位的方
法是让患者侧卧屈膝，把最痛的一条腿放在上面，
术者在患者背后，右手(或左手)抬起患肢旋转向患

新乡

453000）

者腰部用力，左手(或右手)推按突出之腰椎间盘部
位，以手下有腰间盘推进感为好，手法可重复数
次，然后让患者俯卧 10 分钟。1~5 次为治疗期限，
每周治疗一次。服用的药物有腰痛宁胶囊，每次 5
粒，每日一次，金匾肾气丸每次 9g，每日 3 次，
元胡止痛片每次 5 片，每日 3 次。若疼痛较甚者
可加服芬必得胶囊 2 粒，每日一次。平时带腰围
带，治疗期间尽量休息，睡硬板床。
1.3 疗效判定 (l)痊愈、腰痛、坐骨神经痛完全消
失，CT 检查正常。(2)显效:腰痛、坐骨神经痛基
本消失，时有酸困感，CT 检查基本正常。(3)有效:
腰痛坐骨神经痛明显减轻，CT 检查较前有进步。
(4)无效:治疗后症状无变化，CT 查无改变。
1.4 结果 35 例患者经 1~5 次治疗后，痊愈 12 例
占(34.29%)，显效 13 例占(37.14%)，有效 6 例占
(17.14%)，无 效 4 例占 (11.43%) ，总有效 率为
88.57%。

腰痛宁胶囊研究论文汇编

2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由外力引起的脊椎损伤性
疾病，病人深受腰腿之苦。目前尚缺乏简便有效
的治疗方法。我们采用三步疗法，首先药物穴位
注射有利于手法复位，免除患者受大幅度牵引之
痛苦及副作用，并可溶解神经根周围的渗出炎症，
达到缓解椎间盘对神经的压迫作用。通过口服中
成药物，可以疏通经络，活血止痛，壮腰健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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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巩固疗效。
通过临床观察，腰椎间盘突出时间越短，体
格健壮者，治疗效果越佳。若腰椎间盘突出时间
较长，局部出现变性和椎管骨性狭窄则很难治愈。
（本文原载于《河南实用神经疾病杂志》1999 年 10 月第
2 卷第 5 期第 33-34 页）

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60 例
程颖艳

肖田

（新疆和田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

我院中医科自 1999 年 1 月至 1999 年 12 月,

848000）

扶、委中、阳陵泉、阿是穴、昆仑等穴。常规消

对门诊和住院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综合

毒进针得气后留针 20 分钟后取针,10 天为 1 疗程。

疗法治疗,获得了满意的疗效,报告如下。

休息 3 天后再进行第 2 疗程。以上治法共观察 2

1 临床资料

个疗程。

本组 60 例,其中男性 46 例,女性 14 例;年龄最

4

疗效标准

大 64 岁,最小 23 岁;发病时间最长者 12 个月,最短

痊愈:临床症状、体征完全消失,直腿抬高 70°

者 3 天。伴有脊柱侧弯者 6 例,椎体骨质增生者 47

以上,恢复原工作;显效:临床症状、体症基本消失,

例,间歇性跛行 6 例,下肌感觉异常者 12 例,肌肉萎

偶有腰腿部轻度疼痛,可恢复原工作;有效:临床征

缩者 2 例。

状、体症部分消失,能减轻工作;无效:临床征状、

2 诊断标准

体症无缓解,甚至加重。

所有病例都有腰痛伴下肢放射痛,椎旁局限性

5

压痛、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均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并

治疗结果
60 例患者中痊愈 4 例,显效 36 例,好转 17 例,

经腰椎 X 线摄片和 CT 扫描检查确定诊断,所有病

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5%。

例均经检查无其它明显疾患。临床确诊 L4~5 椎间

6

盘突出 31 例,L5、S1,间盘突出 15 例,L3~4 椎间盘突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是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

出 6 例,其中两上以上椎间盘突出者 10 例。

压迫刺激神经根,引起神经根水肿和周围软组织炎

3 治疗方法

症,临床表现为腰及下肢放射性疼痛。中医认为腰

所有病例均口服腰痛宁胶囊,行腰椎牵引及针
灸治疗。

腿痛与风寒湿邪、瘀血、肝肾、外伤、劳累等内
外因素有关。腰痛宁胶囊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

口服腰痛宁胶囊(河北承德中药集团有限责

温经通络的功能,其主药马钱子具有通络散结消肿

任公司产生),规格 0.3g/粒,每日睡前半小时口服

定痛之功,非它药所能比。如《医学衷中参西录》

1.2g,10ml 黄酒兑少量温开水冲服每日 1 次,观察无

所云:“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远胜它药”
。临床

中毒反应,并逐渐加量至 1.8g。

观察中发现腰痛宁胶囊能改善腰部神经、血管、

3.2 每日腰椎牵引 1 次,每次 20 分钟。

肌肉功能状态,消除局部炎症故产生对腰椎间盘突

3.3 针灸根据病变部位取穴,肾俞、环跳、秩边承

出症、腰肌劳损等腰腿痛的治疗作用。腰椎牵引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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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椎间隙略为增宽促使突出的髓核回纳或变位,

质的释放,降低对椎间盘神经根和韧带的受压刺激,

减少椎间盘突内压,扩大椎管容量,从而减轻对神

从而消除临床症状。以上治法综合运用治疗腰椎

经根的刺激和压迫。针灸对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间盘突出症,获得了较满意的疗效。
（本文原载于《新

有改善椎间盘周围组织血循环,减轻或缓解炎性介

疆中医药》2000 年第 18 卷第 2 期第 34-35 页）

雷公藤多甙加腰痛宁治疗多发性硬化 2 例报告
陈继贵 阎进德

张健

郭晓庄

（华北煤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

边育红

063000）

王小红

（唐山市职业病防治院）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 MS）是中枢

次，晨顿服。同时加用雷公藤多甙片（20mg，每

神经系统原发性脱髓鞘性疾病，病因不清，目前

日 3 次）
、腰痛宁胶囊（6 粒，每晚 1 次）口服，

无特效治疗。我们用雷公藤多甙加腰痛宁胶囊治

辅以桃红四物汤加减，4 天后完全缓解。后续用雷

疗 2 例。

公藤多苷片（20mg 每日 3 次）、腰痛宁胶囊（6

例 1.女性，18 岁。主因两眼复视、共济失调

粒，每晚 1 次）口服，泼尼松逐渐减量至停服。

2 周入院。入院查头部核磁共振，确诊为 MS。经

改雷公藤多甙片（10mg，每日 3 次）
、腰痛宁胶

泼尼松治疗 1 周，症状完全缓解。但在其后的 1

囊（3 粒，每晚 1 次）口服 3 个月。治疗期间未见

年中 4 次复发，前 3 次均经泼尼松治疗后缓解。

明显药物不良反应。随访 4 年无复发。

第 4 次复发给雷公藤多甙片（20mg，每日 3 次）

雷公藤水煎剂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膜

加腰痛宁胶囊（4 粒，每晚 1 次）口服，辅以桃红

炎有明显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其作用直接与抑制 T

四物汤加减，3 周后缓解。续用雷公藤多甙片

细胞的功能有关。腰痛宁胶囊的主要成分——马

（10mg 每日 3 次）
、腰痛宁胶囊（3 粒，每晚 1

钱子所含的士的宁和马钱子碱能够首先兴奋脊髓

次）口服 3 个月，治疗期间未见明显药物不良反

的反射机能，而且马钱子碱还具有显著镇痛、抗

应。随访 5 年无复发。

炎、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的作用。两者合用

例 2.男性，26 岁。主因“感冒”后双眼视物

全面控制 MS 患者的免疫调节异常，整体改善肌

不清、复视 1 周，构音障碍、四肢瘫痪 1 天入院。

无力状态，促进血液循环和胃肠蠕动。尽管本文

入院后脑脊液常规检查正常，头项部核磁共振诊

仅观察 2 例，但进一步研究应用中西医结合对 MS

断 MS。给甲基泼尼松龙 1g，每日 1 次静滴，连

进行早期治疗，延长缓解期和控制复发，同时减

续 3 天后改泼尼松 60mg，每日 1 次，晨顿服。4

少单用激素引起的副作用以及对降低病残率有重

周后完全缓解，泼尼松维持 2 周后逐渐减量至停

要意义。
（本文原载于《第四届全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类疾

服。停药 3 天后复发，再给泼尼松 60mg，每日 1

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发表时间：2000-09-01）

综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268 例
刘凤麒

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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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临河铁路医院 内蒙古

从 1997~1999 年我们收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

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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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评定:临床治愈,连续治疗 4 个疗程内,腰

者 268 例,临床疗效满意,报道如下。

痛及放射痛、麻木感消失,直腿抬高试验及加强试

1 临床资料

验阴性,腰椎棘突旁放射性压痛试验阴性,恢复正

268 例中,男 153 例,女 115 例;年龄 17~71 岁,

常工作和活动;有效,连续治疗 4 个疗程,症状和体

病程最短 1 天,最长 30 年;第一次发病 38 例。所有

征明显减轻,能做轻工作;无效,连续治疗 4 个疗程

病例均经 CT 或 MRI 检查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

后,症状和体征无明显变化。结果:临床治愈 140 例,

其中,单节段突出 82 例,双节段以上突出 186 例,伴

有效 101 例,无效 27 例。

侧隐窝狭窄 104 例。
L2,3 突出 3 例,L3,4 突出 10 例,L4,5

4

突出 69 例,L5S1 突出未见;L4,5、L5S1 同时突出 158

讨论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急性期治疗中,我们采用

例,L3,4、L4,5、L5S1 同时突出 28 例。

甘露醇、激素、复方丹参注射液,其作用见文献[1,2]。

2 治疗方法

维生素 C 促进纤维环胶原纤维组织的修复,并能阻

2.1 急性期 ①卧硬板床休息 2 周。②同时给地

止激素的分解,维持其有效血药浓度。口服腰痛宁

塞米松注射液 10mg 加入 20%甘露醇 250ml,静脉

胶囊、大活络丹可以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

点滴,每天 2 次,快速滴入(滴速 10ml/min)。维生素

通络,提高坐骨神经的痛阈,改善腰部神经、血管、

C 注射液 2.0g,加入 10%葡萄糖液 250ml,静脉点滴,

肌肉、功能状态,消除局部炎症。双氯灭痛片具有

每天 1 次。复方丹参注射液(上海第九制药厂)20ml

较好的止神经痛作用。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慢性

加入 10%葡萄糖液 250ml,静脉点滴,每天 1 次。连

期治疗,我们采用“联环三步”法。第一步,用针灸

续用 2 周。③口服大活络丹(佛山市制药一厂)3.5

加神灯理疗等,温经散寒、活血化瘀,改善局部软组

克/丸,早、中午各一丸。腰痛宁胶囊(承德中药厂)

织微循环,解除腰部肌肉痉挛,为下一步治疗打下

每晚睡前服用 4~6 粒,黄酒 10ml,兑少量温开水送

良好的基础。第二步,牵引。能解除腰椎后关节负

服。双氯灭痛片(吉林利华制药厂)每片 25mg,每次

载,平衡腰椎生物力学,给神经根的水肿、炎症消除

2 片,日三次服。

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第三步,按摩。用中频脉冲

慢性期

①针灸:主穴,双侧大肠俞,患侧环跳

电刺激自动按摩,消除间盘及其周围组织细胞膜的

穴,阿是穴。于患侧大肠俞与环跳穴给脉冲电流,

极化现象,使离子的浓度及分布发生变化,从而使

加神灯理疗 20~30 分钟。起针后,于阿是穴上闪火

组织的生理代谢发生改变。另一方面,通过作用于

拔罐 5~10 分钟。②牵引:紧接上述治疗后,让患者

淋巴管壁和血管壁的神经感受器,通过植物神经中

仰卧于牵引床上,以自身体重的 1/2 重量开始首次

枢反射到局部,引起毛细血管的扩张,增加血管壁

牵引。我们采用的牵引床是 SY—型(江苏新中期

的渗透性,改善血液供给和营养,提高组织细胞的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首次牵引以患者腰部舒

活力,再生过程得到加强。同时,又可以消除牵引给

适、耐受为度,以后每天增加 1~2 公斤。一般只要

患者带来的腰部不适感。

患者能耐受,牵引重量最大可增至自身体重重量。

参考文献

每次保持牵引 30 分钟。③按摩:用北京翔云电子

[1]

设备厂生产的 K8832-T 型电脑中频电疗仪自动按

版社,1992.237-410.

摩相应突出间盘两旁压痛处,每次 20 分钟。

[2]

2.2

以上三步治疗,每天 1 次,每次所用总治疗时间

陈新谦,金有豫.新编药物学.第 13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

陈冠容,周培恩.老药新用.第 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1994.276.

为 90 分钟。14 天为一个疗程。

（本文原载于《中国骨伤》2000 年 11 月第 13 卷第 11 期

3 治疗结果

第 677-6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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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278 例效果观察
王世印，王海荣，马爱珍，张志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

宁夏固原

756000）

关键词：腰椎间盘；手法推拿；旋转牵引；复位
笔者自 1989 年 6 月~2000 年 6 月采用手法治

弯者及骨盆倾斜者旋转治疗以单侧为主。根据腰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278 例，报道如下。

椎生理曲线存在或变浅、消失、侧弯，分成两组，

1 资料与方法

生理曲线存在者为 A 组共 162 例，采用手法推拿

该组男 163 例，女 115 例，年龄 18~76 岁，

牵引治疗。生理曲线异常者为 B 组共 116 例，采

平均 46.5 岁。病程 1 个月~8 年，平均 8 个月。职

用手法推拿牵引治疗的同时加服腰痛宁胶囊，每

业体力劳动者 115 例，驾驶员 65 例，学生 23 例，

次服 5 粒，1 次/d，15d 为 1 个疗程。

教师 15 例，其它 60 例。有腰部扭伤史者 268 例，

2 结果

占 96.4%，无明显诱因者 10 例，占 3.5%。所有病

疗效标准与判定：优：腰椎生理曲度基本恢

例均行腰间盘 CT 扫描：L3~4 突出者 98 例，L4~5

复，疼痛消失，A 组 149 例，占 91.9%；B 组 94

突出者 134 例,L5~S1 突出者 46 例。3 间隙左侧突

例，占 81.0%。良：腰椎生理曲度变浅，腰腿痛

出者 79 例，右侧突出者 169 例，中央型突出者 30

基本消失，A 组 6 例，3.7%；B 组 9 例，占:7.7%。

例。

可：腰椎生理曲度无变化，疼痛好转，A 组 4 例，

方法：(1)按摩麻醉：根据腰椎间盘突出的部

占 2.5%；B 组 7 例，占 6.0%。差：腰椎侧弯无改

位、粘连的轻重程度、受累神经根支配的肌群及

变，症状无改善，A 组 3 例，占 1.9%，B 组 6 例，

皮肤感觉区的支配神经进行根支按摩，达到通过

占 5.2%。

神经根支刺激向下传导功能来兴奋所属组织，以

3 讨论

麻醉止痛促进粘连松解、血运加速及功能恢复。

椎间盘退变，骨质增生使椎间孔变窄，造成

(2)缓解疏筋：用双手掌，拇指沿躯干及肢体组织

对椎间孔内组织的潜在压力，所以在姿势不合理

走行自上而下，由近到远反复进行推拿按压数遍，

和腰椎节段失稳和状态下，可导致椎间盘膨出或

力量要适度，用于软化结节，缓解痉挛，使组织

突出，产生对神经根的刺激与压迫。x 线片征象可

肌肉放松。(3)采用三搬旋转回纳复位法：(以 L4-5

以毫无改变。对于腰部筋痛，中医有非常丰富的

间隙右侧突出为例)上述两手法到位之后，疼痛缓

手法治疗经验，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手法治疗而

解的基础上，两助手分别行腋窝和双下肢对抗牵

痊愈或缓解[1]。腰椎三搬旋转回纳综合手术是作

引，随术者的动作而改变牵引方向，致腰间隙增

者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简便的中医整复手法。

加，术者双手掌重叠置于腰部，挤压推摇数次之

通过腰椎间隙增大移位致向侧方侧斜，产生扭转

后，左肘按压上身向前向下倾斜，右手搬骨盆后

应力，达到腰椎活动最大幅度，使突出的间盘组

外侧旋转，互换各 3 次。使腰椎旋转间隙增宽致

织复位回纳。该手法具有迅速清除病变节段异常

突出的髓核回纳复位，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1

应力的作用，从而减轻或解除对腰神经根的牵拉

次/d，15d 为 1 疗程。(4)使用腰椎三维电脑牵引床：

刺激与压迫。但这种作用不能持久，必须连续用

根据病情、体征、身高、体重的不同分别设定数

手法松解引起的腰背肌肉痉挛，松解粘连，促进

据、
身高 170cm 左右者设定快牵距离 60mm 左右，

血液循环和炎症吸收，从本组病例分析，大多数

倾骨在 15°~19°，不要＞19°以上。有脊柱侧

腰椎间盘突出症可以用非手术方法治好，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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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到位，如果配合中药加强功能锻炼，效果会

大的中央突出，急性马尾神经严重受压等，是本

更好。可口服中药合剂腰痛宁胶囊起活血化瘀作

手法的禁忌证。

用。加强体育锻炼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上也

参考文献：

非常重要，可起到增强腰背肌肉力量，使腰腿等

[1]

部位肌力相对平衡，一般 3 个月能治愈。

版社，1988.555-564

一旦腰腿痛基本消失，侧弯、肌肉痉挛改善
或恢复，三搬旋转回纳手法应停止。不能长期多

张安桢，武春发.中医骨伤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

（本文原载于《现代康复》2001 年 3 月第 5 卷第 3 期第
64 页）

次反复施行。否则会致不良后果。如髓核突出巨

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18 例报告
王 策

孙承继

张金生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中医整骨医院

近年来,作者采用骶管注射、中药伸筋膏外敷、

710043）

出汗等症状,可减慢注射速度或停止注射。注射完

腰痛宁胶囊内服及适当腰背肌功能锻炼等方法,综

毕后拔出针头,创可贴保护针孔,保持注射体位 10

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18 例,疗效满意。现总结

分钟,以利于药液渗透扩散。每 6 天注射 1 次,可连

报告如下。

用 1~5 次。

1 临床资料

2.2 伸筋膏外敷 伸筋膏主要由马钱子、乳香、

本组 118 例中,男 72 例,女 46 例。年龄 21~68

没药、土鳖虫、穿山甲、元胡、三七、川乌、草

岁。病程 10 天~3 年。L4~5 突出 61 例,L5S1 突出 45

乌、威灵仙、伸筋草、透骨草、木瓜、桂枝、白

例,L4~5、L5S1 双节段突出 12 例。均有腰痛或腰痛

芍、甘草、大黄、樟脑等药组成,共为细粉,过 100

伴一侧放射痛,咳嗽、喷嚏时疼痛加重;腰活动受限,

目筛,用植物油、蜂蜡等制成软膏,均匀平摊于麻纸

腰椎旁深压痛,直腿抬高试验、加强试验阳性;53

上外敷患处。6 天换药 1 次,可连用 1~5 次。

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下肢感觉麻木、伸拇肌力减

2.3

退、膝腱或跟腱反射减弱。

主要由马钱子、土鳖虫、川牛膝、全蝎、乳香、

2 治疗方法

甘草等药组成。
1 粒 0.25 克,每日 1 次,每次 4~6 粒,

2.1 骶管注射 ①药物组成:2%利多卡因 5ml、地

睡前半小时口服。

塞米松 5mg、维生素 B1300mg、维生素 B120.5mg,

2.4 功能锻炼 治疗后嘱患者严格卧床休息制动

再加生理盐水至 20ml 备用。②注射方法:患者俯

2 周,症状缓解后适当进行股四头肌收缩、屈髋屈

卧于床,下腹部垫高,显露尾骶部。从尾骨尖沿中线

膝伸膝蹬腿、直腿抬高及飞燕式、拱桥式等锻炼,

向头方向摸,约 3~4cm 处可触及蚕豆大小的骨质

以增强腰背肌功能。

隆起即为骶角,两骶角连线中点为穿刺点,做好标

3 治疗结果

腰痛宁胶囊内服 腰痛宁胶囊为市售中成药,

记。严格消毒后,于骶裂孔中心做皮丘,用 20ml 注

本组 118 例均用上述方法综合治疗 1 个月,结

射器换 7 号针头抽吸药液,垂直刺入皮肤,透过骶尾

果优 95 例,良 16 例,有效 5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韧带时有落空感,然后再与身体成 30°左右夹角

98.3%,优良率 94.0%,敷药过程中无皮肤过敏发生。

进针少许,回吸无血及脑脊液,推注无阻力无皮肤

4 讨 论

隆起,证实针在骶管腔内即可快速加压注射。注射
过程中要不断询问患者的感觉,如出现头晕、心慌、

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是由于组织退变、慢性
劳损、受寒、外伤等原因使脊柱内外平衡失调,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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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压迫刺激神经根、血

能状态,降低毛细血管壁的通透性,抑制炎性渗出,

管、硬膜囊等,使局部组织充血、水肿,产生无菌性

促进炎性致痛物质的代谢,减轻消除局部无菌性炎

炎症,释放组织胺、5-羟色胺等炎性致痛物质,引起

症;飞燕式、拱桥式等腰背肌功能锻炼,可增强肌力,

神经根、脊髓炎性刺激及压迫症和自身免疫反应

防止肌肉萎缩,促进血液循环;直腿抬高锻炼可改

所致。采用本综合疗法治疗,骶管注射可使药物直

善突出物的位置,使 L4~5、L5S1 神经根在椎管内产

接作用于病灶,浸润硬膜外腔及神经根周围,以消

生位移,以松解神经根粘连,减轻神经根受压。诸法

除神经根无菌性炎症,改善神经根的血液供应和营

合用,效可互补,缩短疗程,迅速减轻消除局部无菌

养状态。利多卡因可麻醉止痛,阻断疼痛刺激的传

性炎症,改善腰部神经、血管、肌肉的功能状态,

导,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及营养状态;地塞米松可降

改善局部微循环,促进炎性致痛物质代谢,改善神

低毛细血管壁及细胞膜的通透性,抑制成纤维细胞

经根的血液供应和营养状态,消除神经根炎性水肿,

的增生和肉芽组织的形成,消除局部无菌性炎症,

松解神经根粘连,降低神经根管内压力,促进脊柱

减轻炎症引起的疤痕和粘连;B 族维生素能营养神

内外力学平衡的逐渐代偿和重建,从而使症状消除,

经,促使神经功能恢复;伸筋膏外敷、腰痛宁胶囊内

功能恢复正常。
（本文原载于《中医正骨》2002 年 5 月

服有活血通络、消肿止痛的功效,可改善局部微循

第 14 卷第 5 期第 43 页）

环,促进局部代谢,改善腰部神经、血管、肌肉的功

腰痛宁胶囊治疗坐骨神经痛 128 例临床应用体会
丁允敬

关保兴

丁志刚

（山东省梁山县康达风湿类疾病治疗中心

临床证明，腰痛宁对不同类型的坐骨神经痛
有良好的止痛效果与长期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128 例均系我中心 2001 年 3 月～2002

272600）

其行走中任何部位的病变均可导致神经痛，因此，
在使用腰痛宁时应明确病因诊断。
（1）本组中腰椎间盘突出症 48 例，多见于
青少年，多数有明显外伤史，临床表现坐骨神经

年 1 月门诊和住院患者，其中男 88 例，女 40

痛呈放射性，跛行明显，临床诊断与 CT 片多数

例，年龄 14～20 岁 39 例，21～60 岁 43 例，61

相符。（2）腰椎管狭窄综合征 39 例，多见于中

岁以上 46 例。全部病例均有单侧或双侧下肢疼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椎间盘逐渐退化萎缩，

痛、麻木感，直腿抬高试验（＋）。合并腰痛

椎间隙变窄，韧带松弛，椎体位置改变，造成脊

81 例，伴间歇性跛行 49 例，伴膝、跟腱反射减

椎不稳定，而引起肌肉、韧带劳损，黄韧带代偿

弱或消失 63 例，肌肉松弛或萎缩 9 例。所有病

性肥厚，再加上老年人钙严重流失，骨质疏松的

例常规摄腰椎正、侧位 X 线片，部分病例摄骨

同时在应力作用下椎体后缘、关节突骨刺形成，

盆片或腰椎 CT 检查。

使椎间孔变窄，神经根受压，临床可出现坐骨神

2 坐骨神经痛的鉴别诊断

经痛，多为反射行性疼痛，疼痛区域模糊，患者

坐骨神经痛由 L4～L5 及 S1～S3 神经根组成，

多出现间歇性跛行。（3）骨与关节炎症或感染 8

神经根斜形自椎管发出，经过椎间孔的上半部，

例（强直性脊柱炎），因骶骼关节刺激前方神经

在出骨盆时经过骶骼关节前方和梨状肌下缘，在

根，椎间小关节滑膜肿胀可使椎间孔变窄，使神
经根的正常活动消失，患者脊柱强直，X 线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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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片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改变，HLA－B27 阳性。

具有见效快、价格低廉、服用方便、无痛苦的特

（4）软组织疼痛 18 例，腰骶部急性扭伤，梨状

点。本中心用此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

肌损伤或慢性姿势性劳动均可引起坐骨神经痛，

狭窄时每日药量加至 9 粒，其目的是兴奋脊髓神

多为反射性疼痛。（5）风湿寒 15 例，有明显的

经及其所支配的肌群，调整失衡的椎体，以缓解

风湿寒邪侵袭史，遇风湿寒邪明显加重，或经 X

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有关症状。在治疗

线正侧位片、CT 检查骨关节无异常变化，得热痛

过程中，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观察药物对机体

减，大多隐痛无跛行。

的作用，逐渐加大剂量，达到微微抽动为止。治

3 治疗方法

疗风湿寒性坐骨神经痛时，冬季应增加室内温度，

本组 128 例患者均采用河北承德中药厂生产
的腰痛宁胶囊。腰椎间盘突出症 48 例，腰椎管狭

以使患者微微出汗为宜，使风寒湿邪随汗液而出，
助药力开通经络以达通经、活络止痛之效果。

窄症 39 例，早 3 粒，晚 6 粒；骨与关节炎症或感

本方以马钱子为君药。本品具有较强的开通

染 8 例，软组织疾患 18 例，早 4 粒，晚 5 粒，风

经络、透达关节之力和祛风胜湿、消肿止痛、强

湿寒 15 例，晚 6 粒。20 天为 1 个疗程，共观察 3

筋壮骨之功能，古今医家在治疗痹证中屡有应用。

个疗程。

土鳖虫、僵蚕、全蝎类药为臣药，助马钱子祛风

4 结果

止痛之力。乳香、没药活血化瘀，增马钱子止痛

3 个疗程结束后，痊愈 54 例（42.2％），显

作用，并有行气之功，又“气行则血行”，牛膝增

效 42 例（32.8％），有效 24 例（18.8％），无效

强马钱子强筋壮骨之功，还可引药下行，直达病

8 例（6.2％），总有效率 93.8％。

变部位，甘草调和诸药，又可调理脾胃，脾强胜

5 体会

湿。臣、佐、使药均有协同君药之力，达到消肿

腰痛宁主要成分有马钱子、土鳖虫、牛膝、
僵蚕、麻黄、苍术、全蝎、乳香、没药等。该药

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之效。（本文原载于中
医杂志 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51-52 页）

腰痛宁胶囊内服外敷治疗骨关节痛 300 例报告
魏宝永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医院

笔者自 1997～2000 年使用腰痛宁内服外敷治
疗 300 例骨关节痛患者，效果尚可，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选择各类疾病致骨关节疼痛 3 个月以上（除
外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及重度高血压）
者作为治疗对象。
300 例中，男 248 例，女 52 例；年龄 45～75
岁，平均 60.7 岁；病程最长 18 年，最短 6 个月，
平均 8.5 年；疾病种类：骨质增生 119 例，腰椎间
盘突出 39 例，风湿性关节炎 52 例，痛风性关节
炎 12 例，肩关节周围炎 41 例，腰肌劳损及肌腱、
韧带损伤等其他类骨关节痛 37 例；疼痛情况：静
止状态下持续性疼痛 33 例，活动状态下间断性疼

064200）

痛 198 例，剧烈疼痛长期靠镇痛药维持者 69 例。
体格检查触及压痛点者 246 例。
2 治疗
随机设治疗组 300 例（单月），内服外敷腰痛
宁胶囊[承德中药集团责任有限公司生产，
ZZ-5464-冀卫药准字（1995）第 080193 号]，无明
显压痛点者按使用说明服用，可触及压痛点者，
除如法口服外，另取腰痛宁胶囊 3～5 粒，倒出其
中药物用其所配之药酒引 1～2 滴溶解后，置于压
痛点处，外用伤湿膏固定（如无伤湿膏致皮肤过
敏），敷至 1 周后更换。另设对照组共 150 例（双
月）
，按上、中、下旬，分别服用 3 种功能主治与
腰痛宁相同或相似的国家或地方准字号中成药

²104²

腰痛宁胶囊研究论文汇编 The research papers of Yaotongning capsule

（详细资料略）
，每种 50 例。两组用药均以 30 天
为 1 个疗程，期间均停用其他药物。根据治疗前
后自觉疼痛改善、压痛点变化及止痛作用显现时
间判定疗效。
3 结果
疗效判定标准：痊愈：自觉疼痛及压疼痛点
消失，遇剧烈活动及寒冷等相关因素不复发；显
效：自觉症状减轻，局部压痛点疼痛减轻，遇相
关因素仍感不适，但无需服用止痛药物；有效：
自觉症状减轻，压痛点仍存在，遇相关因素仍需
服止痛药物；无效：临床症状及特征无改善或加
重。
结果：治疗组 300 例，痊愈 98 例（32.67%）
，
显效 177 例（59.00%）
，有效 16 例（5.33%）
，无
效 9 例（3.00%）
，总有效率 97.00%；对照组 150
例，
痊愈 14 例
（9.33%±1.7%）
，
显效 47 例
（31.33%
±3.5%）
，有效 58 例（38.66%±4.1%）
，无效 31
例（20.66%±3.9%）
，总有效率 79.33%。
两组治疗前后自身比较，经统计处理，有显
著性差异（P＜0.05）；两组组间比较，痊愈率、
有效率和无效率相比，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
0.01）.说明治疗组治疗骨关节痛有良好效果。
两组治疗后疼痛消失、缓解天数：治疗组 300
例，
疼痛消失缓解时间＜10 天者 146 例
（48.66%）
，
＜20 天 118 例（39.33%）
，＜30 天 27 例（9.00%）
，
≥30 天 9 例（3.00%）
；对照组 150 例，疼痛消失
缓解时间＜10 天者 21 例（14.00%）
，＜20 天 34
例（22.7%）
，＜30 天 64 例（42.6%）
，≥30 天 31

例（20.7%）。统计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
疼痛消失，缓解时间小于 20 天者有显著性差异（P
＜0.05），＜10 天、＜30 天和≥30 天有非常显著
性差异（P＜0.01），表明腰痛宁胶囊治疗各种疾
病所致之骨关节痛止痛效果显现迅速，止痛作用
优于其他产品。
4 讨论
骨关节痛涉及多种疾病，可见于身体任何部位，
或因骨质结构发生不可逆性病理改变，周围神经
血管受压；或肌腱、韧带损伤；或某些病理产物
对周围组织产生刺激，均可致关节疼痛，且病程
长，治愈困难。解热镇痛、激素类西药治疗效果
虽显著，但极易致消化道溃疡。补肾壮骨，舒筋
活血，散寒除湿类中药汤剂，虽有一定效果，但
见效缓慢，且长时煎煮之繁琐，费用之昂贵，患
者往往难以坚持。为选择一种疗效肯定、服用方
便、费用合理、适于大众的止痛药物，，笔者用数
年时间对本院应用的风湿寒痛片、骨仙片、壮骨
关节丸、疏风定痛丸、风湿液、壮腰健肾丸、养
血荣筋丸、舒筋活络丸、追风透骨丸、小活络丹、
木瓜丸、腰腿痛丸等多种国家或地方准字号同类
中成药进行了系统观察，并对其中 3 种与腰痛宁
进行随机对照，结果显示，腰痛宁止痛效果良好，
止痛作用显现迅速。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
第 43 卷增刊第 61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管狭窄症 69 例
刘新功 1
（1 贵阳中医学院研究生科

腰椎管狭窄症是一种临床综合症，与腰椎间
盘突出症二者既是单独的两种疾病，又有一定联
系，可以相伴发生。近 3 年来我们试用对腰椎间
盘突出症疗效确切的腰痛宁胶囊（承德中药集团
责任公司生产）治疗腰椎管狭窄症，取得了很好
的临床疗效，现总结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张玉润 2
550002 2 贵州省千阳县医院）

本组 69 例，
男性 39 例，女性 30 例；年龄 43～
78 岁，平均 56.6 岁；病程 3 个月～6 年，平均病
程 18.6 个月；住院时间最长 62 天，最短 21 天，
平均 33.8 天。依据临床症状、体征及 X 线平片，
并均经做腰椎管造影、CT 检查或 MRI 检查确诊
为中央椎管狭窄 33 例（其中 L4～5 狭窄 13 例，L2～
，侧隐窝狭窄 36 例
5 狭窄 15 例，L5S1 狭窄 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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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单侧狭窄 13 例，两侧狭窄 23 例）
。14 例合
并神经根管狭窄，合并腰椎间盘突出 28 例。
2 治疗方法
均保守治疗，服用腰痛宁胶囊，每日 1 次，
每次 4 粒，睡前半小时黄酒兑服或温开水冲服，
30 天为 1 个疗程，休息 1 周后继续下一疗程。
3 疗效评定和结果
疗效参考 Nahal 分级标准评定。优：间歇性
跛行，腰腿痛症状完全消失，下肢肌力正常，工
作能力完全恢复，18 例；良：症状消失，但劳累
后有轻度腰腿痛，不影响工作，33 例；中：仍有
腰腿痛，下肢肌力和膀胱、肛门括约肌功能仍未
恢复正常，但较服药前减轻，12 例；差：症状未
解除，仍须进一步治疗，6 例。其中，服用该药 1
周临床症状明显缓解者 28 例，疗程最短 20 天，
最长 3 个疗程，平均 39.6 天。优良率 73.9%，总
有效率 91.3%。
4 讨论
腰椎管狭窄症是一种综合症，除导致腰椎管
狭窄的各种独立的临床疾病以外，任何原因引起
的椎管、神经根管、椎间孔等的任何形式的狭窄，
并引起马尾神经或神经根受压的综合征者统称之。
对该病的治疗总的分为手术和保守治疗两种，手
术治疗因诸多原因许多患者不易接受，特别是多
节段狭窄患者，尚缺乏理想的术式，无论医者、
患者大都愿保守治疗，而目前又缺乏对该病疗效
肯定的专药。腰痛宁胶囊是由承德中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的一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
增生、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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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物，规格是每粒 0.3g，
批准文号是 ZZ—5483—
冀卫药准字（1995）第 080197 号。其主要成分是
马钱子粉（调制）
、乳香、没药和甘草等。腰痛宁
胶囊能改善局部循环，改善腰部神经、血管、肌
肉的功能状态，消除局部炎症。另外还兴奋脊髓
神经及其所支配的肌群，调整失衡的椎体，对坐
骨神经疼痛反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显示，腰椎管狭窄症的基本病
理改变是多方面的，但无论是椎体后缘增生、椎
板增厚、后纵韧带和黄韧带肥厚、骨化、椎间盘
后突、关节突肥大、椎间隙变窄，还是椎体滑移
等等，最终是因为马尾神经或神经根受压，影响
微循环造成神经根和马尾神经的血氧水平下降，
使神经延迟传导，临床出现间歇性跛行，行走稍
多即出现疼痛难忍，这正是腰痛宁胶囊改善局部
循环、改善腰部神经、血管和肌肉的功能状态，
消除局部炎症之所能及，故而有效。
腰椎管狭窄症属中医的“腰痛”、“腰腿痛”、“痹
证”或“痿正”范畴，主要病因病机为外邪、瘀血等
原因致经脉阻滞不通，“不通则痛”是其主要症结。
而腰痛宁胶囊能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通经络，
达到治疗痹证的目的，并对痛、着痹型腰腿痛疗
效最好，正所谓“通则不痛”之理。腰痛宁胶囊试
治腰椎管狭窄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但有关
确切疗效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权且抛
砖引玉。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增刊
第 64 页）

腰痛宁治疗腰肌劳损的临床观察
丁爱秀 1
（1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医院

213003

王昌华 2 朱兴邦 3
2

江苏省常州市广化医院

“山庄牌”腰痛宁系承德中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中药名牌产品，我们用腰痛宁治疗腰
肌劳损 37 例，并与双氯芬酸对照组 35 例进行对
照，现报告如下。
1 病例选择
全部病人均根据详细病史、体检、化验、X

3

江苏省常州市常安药房）

线检查确诊为腰肌劳损。排除标准：有严重心、
肝、肾等重要脏器和血液、内分泌系统病变者；
有胃肠出血及消化性溃疡病史，对受试药物有过
敏史者；在受试前 1 个月内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非甾体抗炎药者；孕妇、哺乳期妇女。将入选病
例随机分为两组，腰痛宁治疗组 37 例，男 2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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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4 例，年龄 18~60 岁，平均 31±14 岁；双氯
芬酸对照组 35 例，男 22 例，女 13 例，年龄 18~61
岁，平均 33±15 岁.两组性别、年龄、病情无显著
性差异，有可比性。
2 方法
治疗方法：治疗组用腰痛宁 5 粒（0.3g/粒），
每日一次，睡前半小时黄酒兑少量温开水送服，
疗程 4 周；对照组用双氯芬酸 50mg，每日 2 次口
服，疗程 4 周。
观察方法：观察受试病例治疗前后腰痛及腰
部活动情况。同时观察治疗前后血、尿常规，肝、
肾功能，心电图，X 线片、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治疗组 37 例，治愈 18 例，有效 11 例，
好转 5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1.9%；对照组
35 例，治愈 16 例，有效 10 例，好转 6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1.4%。经 Ridit 分析，ｕ=0.2224，
P＞0.05.组间差异无显著意义，表明腰痛宁治疗腰
肌劳损疗效与双氯芬酸无显著差异。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腰痛宁组发现胃部不适 3
例，腹胀 3 例，双氯芬酸组发现胃部不适 3 例，
腹胀 3 例，不良反应轻，未经特殊处理，未影响
治疗。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未发现异常。
4 讨论
腰痛宁胶囊由马钱子（调制）
、乳香、没药、甘草

统计学处理：数据用 x ±s 表示，采用 X2 检

等组成，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通络的

验、t 检验或 Ridit 分析进行数据分析。

功能，适于治疗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症、腰

3 结果

椎增生症、坐骨神经痛、腰肌纤维炎、慢性风湿

疗效标准：治愈：症状、体征消失，腰部活

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临床观察表

动自如；有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腰部活动

明，腰痛宁胶囊是一种安全、有效、服用方便、

基本自如；好转：症状、体征大部分消失，腰部

价格低的治疗腰肌劳损药，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活动改善明显；无效：症状、体征、腰部活动无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67 页）

明显改善。

腰痛宁治疗偏瘫性肩痛的疗效观察
王凯旋

张宗杰

马凤君

（黑龙江省双鸭山矿山集团总医院

偏瘫性肩痛是偏瘫病人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国外报道脑血管病的偏瘫性肩痛发病率约为
16%～72%，国内报告为 5%~84%，部分病例治疗
效果尚不够理想。近年来，我们应用腰痛宁胶囊
治疗偏瘫性肩痛 42 例，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现报告并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随机性前瞻选择病人 42 例为观察组
（A 组）
，
男 24 例，女 18 例，年龄 45~76 岁，平均 58±3.4
岁，病因中脑梗塞 34 例，脑出血 8 例，从肩痛出
现到开始治疗时间平均为 35±10.4 天，所有病人
均已经检查除外颈椎病和其它应鉴别的疾病。按
疼痛程度分为 4 度。1 度：静止时无疼痛，被动活
动是轻微疼痛，肩关节活动不受限；2 度：静止时
有轻度疼痛，被动活动时加剧，肩关节外展仍可

155100）

达到或超过 90 度；3 度：静止时有明显疼痛，被
动活动时明显加剧，肩关节外展无法达到 90 度；
4 度：静止时疼痛仍剧烈，影响睡眠和生活，被动
活动时明显加剧，肩关节外明显受限。本组病人
中 1 度 6 例，2 度 19 例，3 度 16 例，4 度 1 例。
另设综合治疗的对照组（B 组）40 例及单纯脑血
管病药物治疗、虽并发偏瘫性肩痛但未加处理的
对照组（ C 组）40 例。3 组间性别、年龄、病因、
发病到开始治疗时间、疼痛程度经统计学处理均
未见显著差异（P＞0.05）。全部失随访病人未统
计在内。
2 治疗方法
A 组服用承德中药集团生产的腰痛宁胶囊，
开始剂量为 4 粒，每晚 1 次口服，以黄酒为引，
均在 1 周内渐加至 6 粒，每晚 1 次口服，服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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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药后 3 周时分别由神经专科医师记录病情程度，
并记录不良反应情况，同时配合理疗、按摩、针
灸和芬必得口服，麝香壮骨膏外敷，对肌张力明
显增高者加用巴氯芬口服；B 组除未用腰痛宁胶
囊外其余治疗相同，C 组仅对脑血管病进行治疗，
对偏瘫性肩痛未进行处理。
3 结果
疗效判定标准：疼痛完全消失，肩关节活动
不受限为痊愈；疼痛未完全消失，但减轻 2 度或 2
度以上，肩关节外展可达 90 度以上为显效，疼痛
减轻，达 1 度，肩关节活动范围增大为有效；疼
痛无明显变化，或减轻未达到 1 度，肩关节外展
范围无明显改善为无效。
A 组 42 例，痊愈 8 例（19%）
，显效 26 例
（61.9%）
，
有效 4 例
（9.52%）
，
无效 4 例
（9.52%）
，
总有效率为 90.48%，总显效率为 80.9%。B 组 40
例，痊愈 3 例（7.5%）
，显效 19 例（47.5%）
，有
效 14 例（35%）
，无效 4 例（10%）
，总有效率为
90%，
总显效率为 60%。
C 组 40 例，
痊愈 2 例（5%）
，
显效 6 例（15%）
，有效 14 例（35%）
，无效 18
例（45%）
，总有效率为 55%，总显效率为 20%。
A、B 组总有效率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总
显效率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
。A 组与 C 组、
B 组与 C 组总有效率对比均有极显著差异（P 均
＜0.01）
。
4 讨论
偏瘫性肩痛可能与患侧肩部的处置不当、肌
张力异常、肩关节半脱位、关节囊挛缩、反射性
交感神经营养障碍和丘脑损害等因素有关，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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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常严重影响病人的康复。
腰痛宁胶囊主要由马钱子、土鳖虫、乳香、没药、
全蝎、僵蚕、牛膝等药物组成，具有温经通络、
活血化瘀止痛的功效，临床上对腰椎间盘突出、
坐骨神经痛有良好疗效，但用于治疗偏瘫性肩痛
尚较少报告。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病人时，发现个别病人服用腰痛宁的同时偏瘫
性肩痛也明显减轻，故根据该药的药理作用，对
偏瘫性肩痛开始试用该药并配合综合治疗，获得
了良好的疗效。在剂量上我们观察认为，使用 6
粒，每日 1 次时疗效最为理想，与未用腰痛宁的
综合治疗组对比，总有效率无显著差异。但总显
效率有显著差异，与单纯进行脑血管病药物治疗
的 C 组对比，腰痛宁组与综合治疗组均有极显著
差异。在观察中有 2 例直接开始口服 6 粒药物的
病人，服用后出现肌肉震颤、头晕、紧张等不良
反应，停药后自行恢复，再次使用时嘱其由 4 粒
开始口服，在 1 周内渐加至 6 粒，均未再出现不
良反应。本组病人中未见其它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腰痛宁对偏瘫性肩痛
有效，如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应用可望获得良好
疗效，剂量以 6 粒、每日 1 次为宜，剂量偏低可
能会导致疗效下降；用药方法建议从 4 粒每日 1
次开始，在 1 周内渐加至 6 粒每日 1 次。在该方
法应用过程中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值得进一步临
床使用观察。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
增刊第 67-68 页）

腰痛宁胶囊内外合治
骨质增生性疼痛 38 例疗效观察
胡献国
（湖北远安县中医院

骨质增生是运动系统的一种常见多发病，目
前治疗方法颇多，而治疗效果不一。我科自2001
年4月至2002年4月采用腰痛宁胶囊内外合治骨质
增生38例，收效尚可，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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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般资料：本组均为门诊病人，均经X线或
CT确诊为膝关节骨质增生及跟骨骨质增生。将病
人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38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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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骨质增生22例，跟痛骨质增生16例；男23
例，女15例，年龄50～65岁，平均60.5岁，病程1～
10年，平均6.9年。对照组38例，其中膝关节骨质
增生25例，跟骨骨质增生13例,男20例，女18例，
年龄56～71岁，平均年龄64.1岁，病程1年～10年，
平均6.1年。
诊断标准：(1)反复发作性膝关节痛及跟痛症，
行走时疼痛加剧，间歇期无任何症状；(2)排除其
它有关疾病，如化脓性关节炎及风湿性、类风湿
性关节炎等；(3)经X线或CT拍片确诊有膝关节骨
质增生或跟骨骨质增生存在。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2％普鲁卡因液(皮试后)lml加强的松
龙2ml局部封闭，每周2次；布洛芬片每次3粒，每
日3次口服，7日为1个疗程，连续2个疗程。
治疗组：取腰痛宁胶囊每次4粒，每日1次，
黄酒兑少量温开水，睡前半小时送服；另取腰痛
宁胶囊2粒，去掉胶囊衣，用黄酒调为稀糊状，局
部常规消毒后，贴于患部疼痛处，外用消毒敷料
覆盖，胶布包扎固定，每日1换，7日为1个疗程，
连续2个疗程。
3 结果
疗效标准：显效：用药2个疗程后，疼痛停止，
半年后随访未见复发者；有效：用药2个疗程后，
疼痛停止，但半年内复发，经腰痛宁治疗仍可缓
解者；改善：用药2个疗程后，疼痛较前减轻，发
作次数减少50％ 以上者；无效：用药2个疗程后，
疼痛较前无明显变化者。
附表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改善

无效

总有效

治疗

38 22（57.9）12（31.6） 4（10.5）

0

38（100）

组
对照

38 5（13.2） 15（39.5）10（26.3）8（21.0） 38（79）

组

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见附表，两
者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显著(P<0.01)，说明治疗组疗
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4 讨论
骨质增生性疼痛，如膝关节增生性疼痛、跟
骨增生性疼痛等，多由骨质退行性病变或外伤劳
损所致，由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血管而导致疼
痛。本病是中老年临床常见、多发病，随着人口
老龄化的到来，本病呈上升趋势。有关流行病学
资料调查表明，40岁以上的人群中，本病的发病
率约占40％ ，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临床常用
的非甾体类消炎镇痛药有胃肠道等副作用，对于
中老年人来说，常可诱发消化道溃疡或使原有症
状加重，因而临床疗效尚不能尽如人意。本病属
中医“痹证”范围，多为风寒湿邪侵袭，痹阻经
络，致使气血瘀阻，痰湿凝聚所为，当以散寒除
湿，通络止痛为治。腰痛宁胶囊中含马钱子、乳
香、没药、甘草等中药，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
温通经络之功，可改善局部神经、血管、肌肉的
功能状态，消除局部炎症，配以黄酒内服外用，
可增强药物治疗作用，尤其是局部应用，透皮吸
收，有通络止痛，驱风散寒，行气活血，散瘀消
肿之功，可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调整血管舒缩功
能，解除血管及神经痉挛而达到止痛作用。（本文
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年第43卷增刊第69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76 例临床观察
卞世全
（甘肃省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类风湿性关节炎（RA）是临床常见的以关节
病变为主的慢性疾病。国内治疗该病的药物较多，
但一般副作用较大，疗效佳的很少，承德中药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中药名牌产品“山庄”牌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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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宁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好，副作用小。
我院从 1999 年开始应用腰痛宁胶囊治疗类风湿性
关节炎 76 例，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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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例均为我院门诊及住院病例，其中男 34 例，
女 42 例，年龄 21～74 岁，诊断依据参考 1987 年
美国风湿病协会诊断 RA 的标准。病例因类风湿
因子>1：40（阳性）
，ESR 升高，手部 X 线片示
骨质疏松、破坏，关节间隙变窄、融合等改变以
及全身肘、肩、膝、踝关节疼痛而确诊。按病情
程度将患者分为轻、中、重度。重度患者 28 例，
病程长达 5 年以上，关节疼痛肿胀变形，功能障
碍，生活不能自理；中度患者 37 例，病程 1～5
年，关节疼痛肿胀变形，生活能自理，有 37 例；
轻度患者 11 例，病程<1 年，关节肿胀变形，疼
痛。76 例得不同程度接受过其他抗风湿的中西药
治疗，
其中 3 例患者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时间长，
量大，对激素产生依赖性。
2 方法
应用河北省承德中药集团生产的“山庄”牌腰
痛宁胶囊 3 粒，每日 3 次口服，夜晚加服 1 次，3
个月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治疗期间不
应用任何抗风湿药物。
3 结果
疗效评定标准：显效：疼痛减轻、消失，关节
功能恢复，实验室指标改善。有效：疼痛减轻，
关节肿胀减轻，功能改善，实验室指标改善。无
效：病情无变化。腰痛宁胶囊治疗 76 例疗程、疗
效、疾病改善程度以及实验室指标变化等统计结
果：
（1）疗效统计 76 例中，显效 36 例，有效 31
例，无效 9 例，有效率 88.2%。
（2）疗程统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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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疗程 4 例，2 疗程 31 例，3 个疗程 37 例，4 个
疗程 2 例，6 个疗程 1 例，7 个疗程 1 例。
（3）疗
效与病情改善的关系：轻度组 11 例，显效 6 例，
有效 4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0%；中度组 37
例，分别为 18 例、16 例、3 例、92%；重度组 28
例分别为 12 例、11 例、5 例、82.1%。
（4）实验
室指标改善结果：显效 11 例，血沉恢复 11 例，
类风湿因子转阴 3 例；有效 9 例，血沉恢复 7 例，
类风湿因子转阴 3 例。
4 讨论
腰痛宁胶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效率达
88.2%，与其他资料报道近似；治疗的疗程不低于
2 个疗程。对那些病情重，病程长的慢性患者疗效
也较好，应坚持治疗，实验室指标观察 20 例，血
沉不同程度恢复改善达 19 例。疗程短是一些病例
治疗失败的原因，对一些应用激素治疗时间长，
有依赖性的患者效果差。
观察 76 例患者治疗期间，
第 1 个疗程感觉睡眠改善，食饮加强，疼痛由不
能忍耐到可忍耐，第 2 个疗程关节疼痛减轻，以
至逐渐消失或好转。腰痛宁治疗 76 例类风湿性患
者疗效显示有效率达 88.2%，是治疗类风湿性关
节炎较理想的药物，该药传统的抗风湿中、西医
药物比较，未见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本
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74 页）

腰痛宁胶囊的临床新用
邓宝康 黄金林

廖兰志

（湖南省宜章县中医职业中专学校

腰痛宁胶囊是承德中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及腰椎增生病等腰腿
痛的中药名牌产品。其组方严谨、配伍合理、剂
型先进，不但对该药的功能与主治的适应症具有
确切的疗效，而且经临床运用于肝癌疼痛、类风
湿性关节炎、肾挫裂伤等疑难顽重的痛证收效显
著。临床应用证明腰痛宁胶囊是通经活络、消炎
止痛的佳品，除适用于腰腿病外，根据其药理作

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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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以广泛用于气滞血瘀、寒痰凝滞的各类痛
证。经过使用还表明，本药尚有去腐生肌、敛疮
收口的作用，用于久溃不敛之外疡。现将笔者在
临床上的应用介绍如下。
1 肝癌疼痛
肝癌病人，疼痛为最难忍受。患者疼痛如锥
刺，痛牵腰背，固定不移，属气滞血瘀之甚者。
因而选用通经活络，行气化瘀，消肿止痛的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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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胶囊每次服 6 粒，用淡醋送下，一般服用 15 分
钟左右即能止痛。每天 1 次，连用 1 个月。经治
疗 6 例患者。不但疼痛发作减轻。而且癌灶也趋
于稳定和不同程度的缩小。
按：肝癌可归属中医学的“肝积”、“膨胀”、“积
聚”等。临床上以肝痛、上腹部肿块为主要症状。
不论何种证型，气血运行不畅是其症结。腰痛宁
胶囊中有制马钱子解毒散结，活络止痛，适用于
肝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土鳖虫破血逐瘀，用于瘀
血阻滞之症瘕，擅止肝区之刺痛；肝癌之症积属
阴毒痰凝，方中之麻黄利水，散寒痰，治阴疽痰
核，恰中其本，乳香、没药、川牛膝疗恶疮、行
气散血而止痛；全蝎、僵蚕解毒散结，通络止痛，
疗痰核肿痛；苍术、甘草健脾化湿，解疽毒，截
痰瘀凝滞之源，取甘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而解
百药之毒；改醋为引既可去酒升之弊又取醋软坚
化结之优。因而肝癌疼痛用之既可止痛，且对癌
肿也有控制和缩小之功能。
2 类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多见病程缠绵，累及小关节
肿胀且痛，变形僵硬，活动困难，本病本虚标实
治疗困难。思腰痛宁胶囊能消肿止痛、疏散寒邪、
温经通络，擅治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等。因此每天
睡前半小时用黄酒送服 6 粒，疼痛缓解后隔日 1
次，连用 3 个月。经治疗本组病人 28 例，都获显
效（受累关节肿痛明显好转或消失，血沉、类风
湿因子滴度降低，但关节肿胀淌水完全消失）
。
按：本病是一种病因尚未肯定的具有关节炎
性变的慢性全身性疾病，病变延及构成关节的各
种组织如滑膜、软骨、韧带、肌腱和骨骼，属中
医的久痹、顽痹范畴。腰痛宁胶囊有全蝎、僵蚕、
土鳖虫等虫类药物，善于走窜，通经活络，搜风
逐邪。马钱子活络止痛。擅治风湿痹痛拘挛麻木，

肢体瘫痪和神经麻痹。乳香、没药、川牛膝等行
气活血，伸筋止痛。麻黄、苍术化久凝于关节之
痰湿，甘草通行十二经而和诸药，用之恰中病机。
痛止后隔日 1 次者是久病缓图，避免久药蓄毒为
弊。其关节肿胀恢复不够理想有等进一步的观察
治疗。
3 肾挫裂伤
秦某，男，33 岁，因车祸后腰痛如折，行走
困难，
B 超检查，左肾增大，
大小约 118mm×76mm，
左肾包膜不完整，在中下极中断，并见肾下极前
方有 98mm×37mm 低回声区，左肾实质回声减低，
超声提示：左肾挫裂伤。肾周围血肿。伤者惧怕
手术，求诊于我。检查：局部皮色紫红，明显压
痛和叩击痛，屈伸不利，脉细涩、舌红苔根色黑。
选用腰痛宁胶囊，黄酒送服，1 次 4 粒，每天 3
次。治疗 3 天则痛止。后改为 1 次 4 粒，1 天 2
次。1 星期后，活动自如，每次服 6 粒，1 天 1 次，
治疗 20 天后，诸症皆失。B 超复查：挫裂伤处完
全愈合，肾脏大小恢复正常，血肿完全消退，随
访 1 年未见任何异常。
按：肾挫裂伤是外伤科重症，腰痛宁胶囊中
有马钱子麻醉止痛，为跌打损伤之要药；土鳖虫
续筋接骨之佳品以疗伤逐瘀止痛；乳香、没药、
川牛膝更是以活血止痛，引血下行，祛瘀生新为
擅长；全蝎、僵蚕疗一切金疮，善于通络止痛。
《本
草纲目》称苍术治“挟瘀血成窠囊”。而《别录》
则记载甘草“通经脉，利血气”，因而腰痛宁胶囊
治之，能使肾挫裂连续愈合，周围血肿吸收消退。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74-75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痛经疗效观察
车鸿平

裴玉霞

（甘肃省金塔县人民医院

1997 年 9 月，笔者应用腰痛宁胶囊治疗 1 例
坐骨神经痛（由 3～4 腰椎间盘突出所致）伴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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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发现腰痛宁胶囊对痛经具有显著的治疗效
果。自 1997 年 9 月起，我们以腰痛宁胶囊试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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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痛经。今将腰痛宁胶囊对 127 例痛经患者的
疗效观察总结如下。
1 一般资料
1997 年 9 月～2002 年 1 月，我们用腰痛宁胶
囊治疗痛经患者 127 例，年龄 13.5～51 岁，平均
30.9 岁。其中 9 例患者合并有骨、骨关节等运动
系统疼痛病症。单纯性痛经患者 61 例；伴乳腺增
生症患者 37 例；伴女性生殖系感染患者 11 例；
伴卵巢囊肿患者 2 例；伴子宫肌瘤患者 1 例；伴
子宫颈癌患者 2 例；同时伴乳腺增生症、女性生
殖系感染患者 7 例；同时伴乳腺增生症、子宫肌
瘤患者 2 例；同时伴女性生殖系感染、卵巢囊肿
患者 1 例；同时伴乳腺增生症、女性生殖系感染、
子宫肌瘤患者 2 例。病程 0.5 天～32 年，平均 8.7
年；每次发病持续时间 0.5～23 天，平均 5.3 天。
2 治疗方法
首次应诊患者（81.9%的患者为痛经发作期
间）
，当日口服腰痛宁胶囊 4 粒（个别体壮、症状
特别突出的患者口服 6 粒）
，根据既往每周期痛经
症状持续时间的长短，确定服药日期的长短，每
日 4 粒。如既往每周期痛经症状持续 3 天，则连
续服药 3 天。然后患者按月经周期，每月在痛经
发作的前 1 天开始口服腰痛宁胶囊，每日 4 粒，
根据既往每周期痛经症状持续时间的长短，确定
服药日期的长短。
127 例患者，服药时间最短者为 1 个周期，服
药时间最长者为 29 个周期，
平均服药 12.9 个周期。
3 治疗效果
3.1 对痛经治疗的疗效评定标准（自拟标准）：显
效：首次服药后 12 小时内痛经症状完全消除，连
续服药痛经症状不再出现者；按规律服药，每月
无痛经症状出现者；经服 1 个周期或数周期，以
后每周期不再用药情况下，痛经症状不再出现者。
有效：用药后痛经症状缓解者；用药后痛经持续
时间缩短者。无效：用药后痛经症状没有缓解及
持续时间没有缩短者。
3.2 腰痛宁胶囊治疗痛经疗效观察结果：单纯性

痛经 61 例，显效 54 例，有效 7 例，无效 0 例，
总有效率 100%；合并其它妇科疾病之痛经 66 例
分别为 41 例、14 例、11 例及 88.33%。
合并子宫肌瘤 2 例、卵巢囊肿 1 例、子宫颈
癌 1 例、子宫肌瘤并卵巢囊肿 1 例共 5 例痛经患
者，服药一段时间后手术治疗，本文列为治疗无
效范围。
3.3 腰痛宁胶囊对其它妇科疾病的治疗结果：我
们应用腰痛宁胶囊针对妇科其它疾病的治疗，发
现腰痛宁胶囊对乳腺增生症、女性生殖系感染、
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以及子宫颈癌等妇科疾病有
一定的治疗效果。48 例乳腺增生症的治疗有效率
为 79.17%，21 例女性生殖系感染的治疗有效率为
42.86%，对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子宫颈癌个别
患者亦有一定疗效。
4 讨论
痛经、乳腺增生症、子宫肌瘤、宫颈癌、卵
巢囊肿等妇科常见病其主要病机为气滞血瘀或寒
凝经脉，气血不通所致。治疗当以行气活血、散
瘀破结、祛风散寒、活络止痛。腰痛宁胶囊其主
要成分为马钱子、乳香、没药、全蝎、土鳖虫、
川牛膝、甘草等。马钱子具有良好的通络消肿、
散结止痛作用。乳香、没药为祛瘀止痛，行气散
结之要药。牛膝“破瘀血之症结”，循表至里，能
穿透筋骨，逐湿除风，解毒散结。土鳖虫破血通
络，软坚散结，同时具有行气止痛之功，其性平
和，作用缓和而持久。诸药合用，共奏行气活血，
散瘀破结，活络止痛之功。合用甘草，既具有缓
急止痛之功，又能缓和诸药峻猛之性。从中医理
论分析女性生殖系统炎症，多属于带下病、阴痒、
阴疮之范畴，传统治疗多以清热利湿为主，我们
以腰痛宁胶囊行气活血散结法治疗女性生殖系统
炎症疾病，其有效率 42.86%，其中医理论剖析尚
需进一步探讨。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75-76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筋膜间隔区综合征 120 例疗效观察
张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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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抚宁县中医院

近年来，笔者采用腰痛宁胶囊扩大治疗筋膜
间隔区综合征 120 例，取得满意效果，现介绍如
下。
1 临床资料
120 例患者中，门诊 66 例，住院 54 例。男
101 例，女 19 例。年龄 15～76 岁，病程 15 天～2
个月。发病部位：小腿 98 例，前臂 22 例。
诊断依据：
（1）有明显的外伤史，或伤肢长
时间的外固定包扎过紧。
（2）多发生于小腿及前
臂。（3）伤肢疼痛剧烈，末端动脉搏动减弱或消
失，皮肤苍白，发凉或出现暗红斑块及水泡，甚
则“硬皮革”样改变，筒状僵硬，皮肤感觉异常及
功能障碍。（4）实验室检查：筋膜间室压力测定
大于 1.1kPa，血沉加快，尿肌红蛋白试验阳性。
病例纳入标准：符合诊断标准且能坚持治疗者。
2 治疗方法
采用腰痛宁胶囊 1 次 6 粒，每日 1 次，睡前
半小时口服，黄酒兑少量温开水送服。7 天为 1
个疗程。病情无特殊变化，概不加其它药物。
3 结果
疗效判定标准：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
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判定。治愈：
症状消失，功能恢复，无后遗症。好转：症状改
善，功能基本恢复，留有部分后遗症。未愈：功
能丧失，伤肢致残。
治疗结果：治愈 119 例，其中 1 个疗程治愈
28 例，2 个疗程治愈 85 例，3 个疗程以上治愈 6
例，好转 1 例，未愈 0 例。总有效率 100%。
远期疗效观察：119 例治愈患者均经 1 年以上
远期疗效观察和追访，无 1 例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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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筋膜间隔区综合征是骨伤科常易发生，且易
忽视的病症，可致四肢的 1 个或多个骨筋膜室内
的组织压力增高，导致肌肉和神经损伤。一旦失
治、误治，大多留有后遗症，甚或伤肢致残废。
笔者对此类患者，一经诊断，早期、及时采用腰
痛宁胶囊治疗，可以迅速改善患肢血液循环，促
进新陈代谢，改善患肢的运动功能，促进患肢病
理变化的恢复和损伤部位病灶的消退，从而有效
地避免伤肢的功能障碍，免受致残或截肢之苦。
腰痛宁胶囊治疗筋膜间隔区综合征乃异病同
治法。方中马钱子粉、土鳖虫、全蝎通络止痛，
消肿散结，可以消除患者患肢剧烈疼痛和肿胀；
麻黄外散风寒，调和营卫，解除皮肤苍白、发凉
和异常感觉；乳香、没药活血祛瘀，疏通气血，
牛膝通经活络，强壮筋骨，恢复肢体功能。全方
共奏消肿止痛，温经通络，疏散寒邪，活血化瘀
之功，实属药中病机，甚是合拍，用之收桴鼓之
效。
笔者曾对因外伤骨折无需石膏固定，但需卧
床住院治疗的患者进行观察对照，给予腰痛宁胶
囊辅助治疗，常常收到减轻疼痛、改善肢体功能
快等效果，且可缩短病程，减少住院天数，减轻
患者经济负担，深受欢迎。
腰痛宁胶囊在骨伤科领域具有广阔的开发前
景和应用价值，值得同道推广和研究。
（本文原载于
《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76-77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王

兵

（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民医院

腰痛宁胶囊有较强的消肿止痛、疏散寒邪、
温经通络、活血祛瘀作用。4 年来，应用腰痛宁胶
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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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126 例其中男 98 例，
女 28 例，年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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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岁，平均 54 岁。全部病例均经 CT 或 MRI 检
查确诊。我们根据中西医结合原则，将腰椎间盘
突出症分为 4 种类型。Ⅰ型临床体征及表现为：
腰腿痛较轻，一侧下肢酸、麻、困、胀，腰部有
叩击痛和放射痛，CT 或 MRI 检查，表现为腰椎
间盘膨出，椎管内有 1/3 占位，硬膜囊轻微受压，
髓核尚未突破纤维环。Ⅱ型临床体征及表现位：
腰腿痛较重，一侧或双侧下肢酸、麻、困、胀、
腹部加压或咳嗽时，下肢有传导痛，腰部叩击痛
和放射痛明显。多数卧床，但生活尚可自理。CT
或 MRI 检查表现为骨质增生，侧隐窝狭窄，椎间
盘突出占椎管内 1/2。硬膜囊和一侧神经根或双侧
神经根明显受压，腰后小关节失稳。Ⅲ型临床体
征及表现为：腰腿痛较Ⅰ、Ⅱ型更重。双下肢四
头肌萎缩，肌力 3～4 级。有的表现为尿失禁或排
大便困难，3～4 天 1 次。提睾反射、腹壁反射、
膑腱反射减弱，下肢皮肤感觉减退，拇趾背伸肌
力减退，生活不能自理。CT 或 MRI 检查、纤维
环破裂、腰椎间盘突出于椎管内，或游离于硬膜
外。椎间隙不等宽，椎间盘挤压硬膜或神经根。
Ⅳ型患者多呈急性重病症，处在强迫体位、腰腿
痛剧烈、不断呻吟，腰椎间盘突出症及马尾神经
压迫症状较典型。CT 或 MRI 表现为：腰椎间盘
突出多为中央型，或表现为腰椎椎体后缘离断症。
有的占椎管内腔的 2/3，有的表现为突出的间盘钙
化或腰椎椎体后缘离断骨块突于椎管内，有的表
现为骨质内向性增生，形成腰椎间盘突出并椎管
狭窄。
2 治疗方法
本组 126 例，
以服用腰痛宁胶囊为支持疗法，
部分病例辅以牵引、推拿按摩和理疗。服药方法：
体重在 50～60kg 左右者，
每次服 4 粒。
1 日 1 次。
体重在 70～80kg 者，每次服 6～8 粒，1 次顿服或
1 日 2 次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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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疗效判定标准：痊愈：服药后症状和体征消
失，1 年内无复发者。显效：服药后症状和体征有
明显改善。有效：服药后症状及体征有缓解，但
常反复。无效：服药 2 个月后，症状体征无缓解。
本组 126 例，痊愈 60 例，显效 24 例，有效
27 例，无效 15 例，有效率为 88.09%。
4 讨论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机理有：
（1）抗炎脱水作用；药方中含有活血祛瘀、消炎
止痛药味。这些药物将病变周围的粘连、渗出等
无菌性炎症消除。突出的组织和受挤压的神经根
水肿脱水，使其萎缩，从而解除了对神经根的压
迫和刺激，神经功能自然得以恢复。（2）根据药
代动力学的原理，药物中有些成分能使脊柱周围
的肌肉、韧带、关节囊紧张性增加，整合脊椎，
使其保持正常生理状态。利于组织的恢复和突出
的椎间盘还纳。这就是中医学常讲的强腰壮肾作
用。肾气足，筋骨壮，则病邪祛。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进行分型的目的是为了指
导临床治疗。从病因学讲，将椎间盘突出症可分
为纤维环破裂，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并腰
椎椎体后缘离断症两大类，前者为软性突出，后
者为硬性突出。临床上软性突出最多见，而硬性
突出者较少见。软性突出者服用腰痛宁胶囊后症
状和体征有明显好转，疗效确切。因此，腰痛宁
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它广泛的适应症，市
场前景可观。硬性突出者，学者们将其称为腰椎
椎体后缘离断症。腰椎间盘突出且常并有钙化，
对马尾神经或神经根压迫较甚，是手术治疗的适
应症。（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78-79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风湿性关节病 62 例报告
胡本先
（陕西省岚皋县大道中心卫生院

风湿性关节病（包括风湿寒性关节痛、风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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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常见病、多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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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 1 月～2002 年 1 月以腰痛宁胶囊治疗上
述疾病 62 例，收到良好效果，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62 例，
男 21 例
（33.9%）
，
女 41 例（66.1%）
。
年龄 14～72 岁。14～20 岁 5 例（8%）
，21～40
岁 37 例
（59.7%）
，
41～60 岁以上者 20 例
（32.3%）
。
以青壮年为多。病程 1 个月～28 年，其中 1 年以
内者 24 例（38.7%）
，1 年～5 年 20 例（32.3%）
，
6～10 年 10 例（16.1%）
，11～20 年以上者 8 例
（12.9%）
。所有患者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均
符合有关诊断标准。
2 治疗方法
腰痛宁胶囊系承德中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主要成分：马钱子粉、乳香、没药、甘草等）
。
本组病例均以腰痛宁胶囊单一药物进行治疗观察，
不配其它中西抗风湿药物。腰痛宁胶囊口服 4～6
粒，黄酒兑少量温开水送服，1 日 1 次，睡前半小
时服用。风关痛（包括风湿性坐骨神经痛）以 10
天为 1 个疗程。除临床观察外进行实验室检查以
判定疗效。
3 结果
3.1 疗效标准：近期治愈：风关痛患者经治疗后
受累关节肌肉疼痛消失，关节功能恢复正常，血
沉快者降至正常；风关炎、类关炎患者各受累关
节肿痛消失，关节功能恢复正常或改善（指类关
节炎）复查 ESR、ASO、RF 三项指标恢复正常者。
显效：风关痛患者经治疗后，受累关节、肌肉疼
痛大部分消失或明显减轻，或血沉快者已恢复正
常，而关节疼痛尚未消失者；风关炎、类关炎受
累关节肿痛明显好转或消失，复查三项指标未恢
复正常或复查 ASO、RF 已复常，但关节肿痛尚未
消失者。有效：风关痛、风关炎、类关炎经治疗
后受累关节疼痛或肿痛有好转者。无效：风关痛、
风关炎、类关炎经治疗 1 个疗程以上，受累关节
疼痛或肿痛无好转者。
3.2 结果：按上述标准判定，本组 62 例中近期治
愈 17 例（27.4%）
，显效 22 例（35.5%）
，有效 8
例（29%）
，无效 5 例（8.1%）
，总有效率为 91.9%。
3.3 病种与疗效的关系：
风关痛 36 例中近期治愈
11 例（30.6%）
，显效 13 例（36.1%）
；风关炎 9
例中近期治愈 2 例（22.2%）
；类关炎 17 例中近期
治愈（均为早期患者）4 例（23.5%）
，3 种病近期

治愈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
。
3.4 病程与疗效的关系：从总有效率来看，以病
程 1 年以内组疗效较好，为 95.8%；6～10 年组疗
效较差为 80%（P＜0.05）。但从近期治愈率看无
论病程长短皆有治愈的病例，如 1 年以内组近期
治愈率 25%，6～10 年组为 30%，11～20 年以上
组为 25%（P＞0.05）。说明病程长短与疗效无明
显相关。
3.5

药量与疗效关系：以用药总量计算，凡服 200

粒以内者疗效较差，在 14 例中仅有 1 例（7.1%）
风关痛治愈，显效 5 例（38.7%）。而风关炎、类
关炎尚无治愈和显效病例；服用 400～1200 粒，
疗效较好，在 27 例中近期治愈 9 例（33.3%），显
效 11 例（40.7%）
；1300～1600 粒以上疗效更好，
在 4 例中近期治愈 3 例（75%），显效 1 例（25%）
，
总有效率 100%
（其中类关炎 3 例，
近期治愈 2 例，
显效 1 例），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差异
（P＜0.01），
说明服用本药治疗坚持服用在 400 粒以上者可以
达到良好疗效，且药量增加疗效随之显著增加。
3.6 治疗前后实验室检查变化情况：本组 62 例中
治疗前 ESR 不正常者 21 例，治疗后复查 12 例，
其中恢复正常 8 例占 66.7%；ASO 不正常者 10 例，
复查 6 例，恢复正常 5 例占 83.3%，RF 阳性者 15
例，复查 8 例，转阴者 5 例，转阴率 62.5%。从
而说明腰痛宁胶囊对上述三项指标恢复正常有一
定作用。
3.7 不良反应：4 例出现恶心呕吐，3 例纳差，腹
胀、腹泻各 1 例，但绝大多数轻度不适，不需处
理，中度反应仅 1 例，服药 5 天时恶心、呕吐，
经对症处理后继续用药。
4 讨论
腰痛宁胶囊可消痛散寒，温经通络（药以马钱
子粉调制在驱邪）；消肿止痛，祛瘀行气（药以乳
香、没药等意在改善血运，促进炎症吸收）；甘草
调和诸药。全方共奏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温经
通络之功。腰通宁胶囊的优点：本资料表明该药
治疗风关痛有显著疗效，对中、晚期类关炎亦有
一定控制发展，改善症状的作用。在治疗过程中
不良反应较少，程度减轻。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
2002 年第 43 卷增刊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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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240 例
刘宝华 1
（1 山东省滕州市塔寺街南门里部队门诊部

田顺华 1 刘 寒 2

滕州

277500

2

白求恩军医学院十一队

石家庄

050081）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痛宁胶囊

1999~2001 年,我们应用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

局部缺血和电解质紊乱,刺激神经根及椎窦神经,

间盘突出症 240 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引起所支配区域的疼痛麻木等症状。腰椎间盘突

1 资料与方法

出症属中医学腰痛范畴。气滞血瘀,经络痹阻为其

1.1 一般资料 本组 240 例,男 140 例,女 100 例;

病机。治以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温经通络,消肿止痛

年龄 20~30 岁 36 例,30~50 岁 128 例,>50 岁 76 例;

为主。腰痛宁胶囊主要成分为马钱子、乳香、没

病程<6 个月 76 例,6 个月~1 年 136 例,1~2 年 28

药、甘草等。其中马钱子性味苦寒,有毒,经调制而

例。

毒性大减,有散血热、消肿胀、止疼痛之功用,现代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
[1]

转标准》 确定诊断。

首先兴奋脊髓的反射功能,其次兴奋延髓中的呼吸

腰痛宁胶囊(河北承德中药集团

中枢及血管运动中枢,并能提高大脑皮质感觉中枢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批号:ZZ-5483-冀卫药准字)5

的功能,有加强抗组织胺的作用 [2];乳香性味辛苦,

粒,每晚 1 次,睡前 30 min 黄酒少量温开水送服。

入心、肝、脾三经,有调气血、定痛排毒之功效,

辅助药物:维生素 E 200 mg、维生素 B120 mg、维

专治气血瘀滞,为活血祛风、舒筋止痛之良药;没药

生素 B620 mg,均日服 3 次。7 日为 1 个疗程。避

苦平无毒,入心、肝二经,有散血祛瘀、消肿定痛之

免劳累,减少活动,卧硬板床休息。

功,久服舒筋膜,通血脉;乳香活血,没药散血,皆能

1.3

治疗方法

药理研究分析,马钱子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作用,

痊愈:腰腿痛症状消失,直腿抬高

止痛、消肿生肌;甘草甘平,入脾、胃、肺经,可缓

试验(-),膝腱反射正常,皮肤感觉正常,观察 3 个月

急和中,调和诸药,健脾胃,固中气,协阴阳不调之营

以上未见复发;显效:腰腿痛症状基本消失,久行症

卫,能祛邪热,坚筋骨,长肌肉,有随气药入气,随血药

状加重,直腿抬高试验等基本正常,能参加一般日

入血,无往不及之特性,现代药理研究,甘草具有糖

常工作;有效:腰腿痛症状好转,腰骶部仍有不同程

皮质激素样作用,可抗炎、抗过敏反应[2]。维生素

度压痛,直腿抬高试验较前进步;无效:经治疗 4 个

E、维生素 B1、维生素 B6 有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

疗程,临床症状无改变。

环及营养神经之作用。经腰痛宁胶囊及辅助药物

2 结 果

治疗后,腰椎间盘局部血液循环得到改善,新陈代

1.4

疗效标准

本组 240 例中,最短 1 个疗程,最长 4 个疗程。

谢增强,消除或减轻了充血、水肿、粘连等对神经

痊愈 60 例,占 25.0%;显效 140 例,占 58.3%;有效 30

根的压迫,减少了局部致病代谢产物对神经根的刺

例,占 12.5%;无效 10 例,占 4.2%。
总有效率 95.8%。

激,增强了自身免疫力,局部环境改善,疼痛症状消

3 讨 论

失,疾病则愈。
参考文献

一般认为,单纯腰椎间盘突出症正常神经压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临床疾病诊断依据

时并无疼痛症状,当腰部外伤,风寒湿邪侵袭,加之

[1]

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液中糖蛋白、组织胺等刺

治愈好转标准.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396

激,产生化学性神经根炎,造成神经根压迫而引起

[2]

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7.291-292,56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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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加牵引按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李水银
（江西省横峰县中医院

334300）

我院应用腰痛宁胶囊(由承德中药集团有限

声响即可。最后采用展筋、腰部振动等手法结束。

责任公司生产)内服，并加牵引按摩治疗腰椎间盘

治疗组:在上述治疗相同情况下，加服腰痛宁

突出症 56 例，并与单纯牵引按摩 42 例比较，效

胶囊 4～6 粒，黄酒兑少量温开水送服，每日 1 次，

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睡前半小时服。15 天为 1 疗程，2 个疗程后评定

1 资料与方法

疗效。

1.1 临床资料 本组 98 例均符合胡有谷主编《腰

2 治疗结果

椎间盘突出症》(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年，第一

2.1

版)诊断标准。98 例分为治疗组(腰痛宁组)与对照

疗效评定标准。治愈:症状完全消失或接近消失，

组(牵引按摩组)。治疗组 56 例中，男 38 例，女

直腿抬高试验可达 85°左右，能恢复原来工作。显

18 例;年龄 25～56 岁，平均 39.5 岁;病程 5 天～2

著进步:症状大部分消失，直腿抬高试验超过 70°，

年，平均 31.4 天;临床表现:重度(弯腰 5°以内，直

可恢复原来的工作。好转:症状部分消失，腰腿痛

腿抬高<30°，不能直立行走)30 例;中度(弯腰活动

减轻，直腿抬高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可担任较轻

5°～20°以内，直腿抬高 30°～50°，能直立行走

工作。无效:症状无明显减轻，不能参加工作。

100m 左右)18 例;轻度(弯腰活动 20°～30°，直腿

2.2

抬高>50°，不能久站)8 例。对照组 42 例中，男

步 13 例(23.21%);好转 7 例(12.50%);无效 2 例

28 例，女 14 例;年龄 22～58 岁，平均 39.8 岁;病

(3.57%)。总有效率 96.43%。愈显率 83.92%。

程 7 天~1.8 年，平均 30.9 天;临床表现:重度 25 例;

疗效标准:参照胡有谷主编《腰稚间盘突出症》

治疗结果 治疗组治愈 34 例(60.71%);显著进

对照组治愈 13 例(30.95%);显著进步 15 例

中度 13 例;轻度 4 例。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

(35.71%)，好转 10 例(23.81%);无效 4 例(9.52%)。

病程与临床症状基本相似，具有可比性。

总有效率 90.48%。愈显率 66.66%。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仰卧于滑动牵引床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无明显差异。但是治愈率

上，固定好骨盆带与胸围带，二带松紧度要一致，

与愈显率比较，治疗组高于对照组(P＜0.01，0.05)。

牵引重量视患者体质、性别、年龄及病程等决定，

3 讨论

从小力量逐渐增加，一般为 35～70 kg，急性期病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好

人牵引重量宜小，时间宜短。每天 1 次，每次 30

发于 20～50 岁青壮年，
是在腰椎间盘退变基础上，

分钟。按摩疗法:患者俯卧于治疗床上，先用双手

加上外力使髓核向后突出压迫神经根或与马尾神

拇指指端在腰痛点上反复按揉，再取双侧气海腧

经产生一系列临床症状。本病属中医痹证范畴，

旁开约 1cm 处点按 3～5 分钟，
然后沿膀胱经承山、

多因肾虚，寒湿之邪侵袭，或挫伤、跌伤导致经

委中、承扶、环跳顺序点穴，以疏通经络。患者

络痹阻，血瘀气滞而发病。因此，治疗本病的关

取侧卧位，腰部要充分放松，术者一肘推肩，一

键宜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温经通络，消肿止痛

肘搬臀，两肘同时均匀用力，当听到腰部“咯瞪”

等方法.牵引按摩疗法是治疗本病公认的一种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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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有效地延伸脊柱，增加椎间隙的宽度，减

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温经通络，消肿止痛的功

轻椎间盘的压力，松解周围粘连组织，可使突出

效，对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损伤的纤维环和

椎间盘和周围神经根的关系发生改变或不同程度

椎间韧带的修复及神经根周围炎症的消退，有着

回纳。再通过按摩理筋手法，可放松腰肌，缓解

很好的疗效。所以，本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

疼痛，又可纠正小关节紊乱，缓解滑膜或关节囊

组。

嵌顿，并可纠正脊柱侧弯畸形，有利于脊柱内外

综上所述，腰椎间盘突出症应综合治疗较好。

平衡的恢复。又加上内服腰痛宁胶囊，因腰痛宁

（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02 年 11 月第 9 卷

胶囊是由马钱子、土鳖虫、麻黄、乳香、没药、

第 11 期第 23 页系“颈复康颗粒”“腰痛宁胶囊”临床研究与应

川牛膝、全蝎、僵蚕、苍术、甘草等组成。具有

用有奖征文一等奖）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00 例临床观察
周志华
（江苏省吴江市南麻镇桥南卫生所

腰椎间盘突出症(简称腰突症)是临床常见病、
多发病，是引起腰腿痛主要原因之一。自 1996 年
来，笔者以腰痛宁胶囊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腰突症
300 例，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300 例，男 235 例，女 65 例;年龄最小
20 岁，最大 62 岁;病程长 3 年，短 1 周，腰 4 腰 5
突出 180 例，腰 5 骶 1 突出 110 例，中央型突出 10
例;诊断均依据体征、CT、磁共振结果。
2 治疗方法
2.1 口服腰痛宁胶囊 由承德中药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山庄牌腰痛宁胶囊，批准文号 ZZ 一 5483 一
冀卫药准字号(1995)第 080197 号。
服法:一次 6 粒，
一天 2 次，待症状体征缓解后睡前服 6 粒。心脏
病、高血压患者忌用。7 盒为一疗程，可连服 1~3
个疗程。
2.2 穴位注射 取确炎舒松一 A 注射液 2 毫升，
骨宁注射液 2 毫升，2%普鲁卡因 2 毫升，维生素
B121 毫升，混合后作髓核突出处(压痛点)、环跳穴、
阳陵泉穴做穴位注射，
隔 4 天 1 次，7 次为一疗程，
连用 1~3 个疗程。
2.3 腰背部红外线照射半小时，然后进行手法推
拿半小时，并系硬腰带固定及卧床休息 10 天。
3 疗效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症诊

215226）

断标准》。治愈:腰腿痛及棘突旁压痛消失，直腿
抬高试验 80 度以上，恢复正常工作及生活，随访
1 年以上无复发者;好转:腰腿痛症状基本消失，直
腿试验 60 度以上，
或腰腿痛症状消失，恢复工作，
但遇劳累负重仍感不适;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
4 治疗结果
300 例、痊愈 198 例、治愈率 66.0%，好转
86 例，
好转率 28.7%，无效 17 例，
总有效率 94.7%。
病程在 1 月内者 225 例，痊愈 180 例，治愈率 80.0%；
1 月~5 月者 55 例、痊愈 30 例，治愈率 54.5%，6
个月以上者 20 例，治愈 2 例，占 10.0%。说明病
程在 1 月内者，治愈率明显高于病程在半年以上
者，腰突症患者应尽早治疗，以便早日康复。
5

典型病例
王某，男，52 岁，腰腿痛伴下肢麻木 3 月余，

CT 检查，显示腰 4-5、骶 1 椎间盘突出，硬膜受压，
骨质增生样改变。骨科医生建议手术治疗，患者
拒绝，自行去某医院作腰椎间盘复位术。术后疼
痛加剧，小便失禁，患肢麻木加重，痿软无力，
肌肉日渐萎缩，后来我所治疗。检查:腰 3 腰 4 骶 1
压痛明显，重压臀部疼痛放射小腿，抬高试验阳
性，患肢臀部小腿肌肉明显缩小。诊断:腰椎间盘
突出症。经上述治疗 2 个疗程，症状体征明显改
善，为巩固疗效，继服腰痛宁、六味地黄丸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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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症状体征完全消失、功能恢复，随访 1 年无

性水肿，粘连刺激及压迫坐骨神经痛有明显抑制

复发。

作用，对髓核突出引起腰部及臀部及小腿肌肉凝

6 讨论

滞僵硬有明显松弛作用，对突出髓核有明显散结、

腰突症治疗，随着 CT 对本病诊断准确率提

散寒、温经、通络等作用。与穴位注射配合有很

高，手术治疗也越来越多，但单纯或早期腰突症

强消炎止痛、活血化瘀，营养神经、解除神经痉

手术带来医源性损伤屡见不鲜，远期疗效不尽如

挛、扩张血管、消除炎性水肿，抑制炎症渗出、

人意。因此，对单纯或早期腰突症主张先进行非

防止炎症粘连，加速炎性代谢产物排泄和水肿吸

手术治疗，经 1~5 个月非手术治疗无效后进行手

收，从而使突出髓核蛋白变性萎缩，神经受压解

术治疗。腰痛宁与穴位注射组合治疗腰突症 300

除，达到治疗目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医药杂志》

例，
临床治愈率 60%，
显效率 22%，
总有效率 94.6%，

2002 年 11 月第 9 卷第 11 期第 26 页）

临床实践表明，腰痛宁对腰突症髓核脱出产生炎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分析
樊永桥
（河南省南乐县韩张镇北高庄村卫生所

目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越来越多，本病

457409）

2 结果

属损伤性疾病，为腰腿疼的最常见原因之一。笔

2.1

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自觉症状及体征完全

者自 1997 年以来对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加用腰

消失，患侧直腿抬高及加强试验(-)，可正常生活

痛宁胶囊为治疗组，与 52 例对照组未加用腰痛宁

及工作;有效:症状及体征部分消失或缓解，与治疗

胶囊作比较，前者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现分析如

前比较自觉好转，但劳累过度仍有不适感。无效:

下。

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2.2

结果 两组治疗结果见表 1。

1.1 临床资料 治疗组 60 例，男 52 例，
女 8 例，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病程 1 周~5 年，年龄 18~52 岁，平均年龄 35 岁;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2 例，男 42 例，女 10 例，病程 5 天~5.5

治疗组

60

50

8

2

96.7

年，年龄 20~48 岁，平均年龄 34 岁。两组病人的

对照组

52

32

10

10

80.8

诊断，均根据临床症状及体征，结合 X 线及 CT

从表 1 可以看出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总有效率差异显著(P<0.05)，治

检查确诊。

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以卧床休息为主的综

3 讨论
腰痛宁胶囊系承德中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中成药制剂，因其疗效确切，服用方便，而
广泛应用于各种腰腿疼患者。本文针对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在综合治疗上加服腰痛宁胶囊，收
到显著疗效。中药专方治专病，疗效确切是关键。
椎间盘突出症的原因有内、外因两个方面。内因
是腰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外因包括受寒、劳损、
损伤及外伤，这些是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重要

合治疗。即卧硬板床休息、骨盆纵向牵引、针灸、
按摩、椎旁肌肉封闭疗法，功能锻炼相结合，对
疼痛较剧者短期给予非甾体消炎镇痛药(如芬必
得胶囊)。治疗组在综合治疗基础上，同时加服腰
痛宁黄酒兑少量温开水送服，1 次 4 粒(症状轻、
体质弱者)或 1 次 6 粒(症状重、体质强者)，均为 1
日 1 次，睡前半小时口服，14 天为一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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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单纯的综合疗法治标不治本。腰痛宁胶囊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机理是活血化瘀、舒筋
通络、消肿止痛、疏散寒邪。通过口服用药配合
黄酒做药引，更能发挥强大持久的温络散寒止痛
之疗效。有效地改善腰椎纤维环周围血管的血液
流通，增加软骨盘对营养物质的渗透，帮助周围
组织炎症和瘀血的吸收，促进腰椎间盘相邻损伤
神经的修复，达到康复之目的。同时考虑到组方
药物的毒副作用，在用量上做到个体化原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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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由于我们条件所限，不能够进行标准化、数
字化研究，只是参照说明书中的用量与用法积累
的经验而已。治疗期间未发现其他明显的毒副作
用。
总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综合治疗基础
上加服腰痛宁胶囊，起到了显著疗效，且该药价
廉，服用方便，值得大力推广运用。
（本文原载于《中
国乡村医药杂志》
2002 年 11 月第 9 卷第 11 期第 26-27 页）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03 例观察
姜佃广 刘炜

张传政

（山东省梁山县小路口中心卫生院

腰椎间盘突出症又称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症，

陈功兴
272608）

高大于 70 度以上，恢复正常工作。良:临床症状、

本症易发于 30 岁~50 岁之间，男性多于女性。其

体征基本消失，但劳累后仍有轻微腰腿痛。有效:

发病部位以第 4、第 5 腰椎，第 5 腰椎、骶椎 1 之

临床症状、体征较治疗前明显减轻，但不能参加

间多见。在应用药物治疗此病上有很多种，但疗

中度以上的劳动或活动。无效:经过用药一个疗程

效均不佳。近年来我们应用河北承德中药集团有

临床症状、体征无改变或加重。

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腰痛宁胶囊治疗本病取得了较

2 结果

满意的效果，现将治疗的 103 例报告如下。

疗效优:37 例，占 35.9%;疗效良:33 例，占

1 临床资料

32.0%;有效 24 例，占 23.3%;无效 9 例，占 8.7%。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03 例中男性 72 例、女性

总有效率为 91.3%，优良率为 67.9%。其中优良的

31 例;年龄最小为 21 岁，最大为 62 岁，其中 28

患者中有 42 例随访 20 个月未复发或加重。

岁~52 岁的患者 89 例;病程最短 5 天，
最长 2 个月;

3 体会

发病部位腰椎 L4~L5 右侧 38 例、左侧 36 例，L5~S1

3.1

右侧 17 例、左侧 10 例，其中伴有骨质增生者 13

纤维环某部位破裂致使髓核自裂口处突出，突出

例。发病疼痛诱因多为劳动或体育锻炼。以上 103

的髓核及膨出的纤维环均可压迫神经根。由于受

例患者均有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症状和

到机械性压迫导致神经根局部缺血、代谢障碍发

体征，并有腰椎 CT 片证实。

生炎症反应，刺激神经引起神经支配区的疼痛。

1.2 治疗方法 103 例患者自就诊日开始服用腰

所以治疗本病的原则是消肿止痛、舒筋通络。而

痛宁胶囊，用黄酒兑温开水送服。症状重度者 1

腰痛宁胶囊能消除腰部神经的炎症反应、减轻神

次 8 粒、1 日 1 次;症状中度者 1 次 6 粒、l 日 l 次;

经刺激、提高痛阈，起到消肿止痛、温经通络，

症状轻者 l 次 4 粒、
1 日 l 次。
服药 7 天为 1 疗程。

故对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较好疗效。

在服用腰痛宁胶囊的同时可配合家庭理疗如热敷、

3.2 应用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应先用

按摩等疗效更佳。

药 1 疗程(7 日)观察如果有效可继续用药否则改用

1.3 疗效评定 优:临床症状、体征消失，直腿抬

其他方法。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并骨质增生方

椎间盘突出系椎间盘承受过负荷压力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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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腰痛宁效果很好，本组 13 例患者治疗结果均优

有 2 例有效，其余 3 例无效。（本文原载于《中国乡

良。腰椎间盘突出在 5 毫米以上者，腰痛宁疗效

村医药杂志》2002 年 11 月第 9 卷第 11 期第 27 页）

较差，本组中突出在 5 毫米以上的 5 例患者中仅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临床观察
张晨彬
（安徽省临泉县于寨中学卫生室

腰腿痛是指腰背部疼痛而又可能并发一侧或
两侧下肢痛的一种综合征。有急慢性之分，慢性
病多见于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增生症、强直性脊
柱炎、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等;急性病例多见于
急性腰扭伤、下肢外伤等。
笔者近几年采用“腰痛宁胶囊”治疗急慢性
腰腿痛，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处方组成
成分 马钱子粉(调制)、乳香、没药、甘草等。
方解 马钱子:别名番木鳖，能通经络、强筋
骨、祛风湿、消结肿、止疼痛，用于治疗风寒湿
痹，为本方中的主要药物。乳香:温通、活血定痛、
化瘀消肿。没药:苦平、散瘀力雄，活血通经，止
痛消肿。甘草:味甘性平，缓急止痛，调和诸药。
现代研究甘草具有干扰素诱导作用，提高免疫力
等。诸药合用共奏疏散寒邪、消肿止痛、温经通
络的功效。
2 观案方法
将符合诊断标准的 240 例腰腿痛患者，分为
“腰痛宁胶囊”观察组和西药治疗对照组，其中
观察组 150 例，对照组 90 例。
观察组:病例选择 20~65 岁患者，其中腰椎间
盘突出症 26 例，腰椎增生症 21 例，坐骨神经痛
症 22 例，
急性腰扭伤 50 例，
强直性脊柱炎 12 例，
腰肌纤维炎 19 例。对照组:病例选择 25~60 岁患
者，其中急性腰扭伤 20 例，腰椎增生症 12 例，
腰肌劳损 30 例，慢性风湿性关节炎 28 例。两组
病例在治疗前全部有不同程度的腰腿痛、关节痛、
酸胀、屈伸不利等症状。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
病情等方面大致相同，具有可比性。
观察组:“腰痛宁胶囊”每粒 0.3g，每次 4～6
粒，每日 1 次口服，睡前半小时黄酒兑少量温开
水送服，停服其他任何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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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布洛芬 0.2g，泼尼松 10mg，强筋松
0.4g，呋喃硫胺 50mg，皆每日 3 次，饭后服用。
两组病例中均排除孕妇、小儿及心脏病、风
湿热、高血压、脑血管病、癫痫患者。病例均经
X 线、CT 等辅助检查确诊。
观察组与对照组均为 15 天一个疗程，观察 4
个疗程。治疗过程中详细观察并记录症状体征的
变化。观察组 150 例均坚持全疗程治疗，对照组
有 8 例由于药物副作用未坚持治疗。
3 结果
3.1 疗效标准:临床治愈:经 1~4 个疗程治疗后，
腰腿痛以及神经压迫症状消失，恢复工作，随访
半年未复发。显效:经 1~4 个疗程治疗后，腰腿痛
基本消失，体征明显改善，能参加一般劳动，劳
累时有轻度疼痛。好转:经 l~4 个疗程，腰腿痛减
轻，活动功能好转，劳累时疼痛加甚。无效:经 l~4
个疗程治疗后，诸症无变化。
3.2 临床效果 两组病例治疗效果参见表 1。
表 1 两组病例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总有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150

69

60

19

2

97.3

90

20

19

20

31

77.7

效率%

观 察
组
对 照
组

P＜0.05

3.3 典型病例
张某，男，45 岁，2000 年 3 月 13 日初诊，
患者平素时觉腰痛，两个月前因受凉觉腰骶部疼
痛转甚，曾用“风湿膏”外贴，症无缓解，1 个月
后，疼痛放射至左臀及左下肢外侧。尤以劳累和
受凉后加重，遂于当地医院用西药、针灸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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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不显。近 10 天患者腰腿痛加剧，坐卧均感不
适，入夜则痛不能寐。
检查:患者痛苦面容，弯腰、转侧均受限，左
下肢活动困难，腰 4、5 棘间、腰 4、5 椎棘突旁左侧、
环跳、承山穴均有压痛。左侧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经县级人民医院 X 线检查示:腰 3-5 前后缘唇样增
生，腰 4、5 间隙狭窄，相应椎间也缩窄。舌淡红、
苔薄白、脉浮弦，诊断:腰椎骨质增生(风寒偏盛型)。
治疗:腰痛宁胶囊每粒 0.3g，每次 6 粒，每日
一次口服，睡前半小时黄酒兑少量温开水送服，
停服其他任何药物。
按上述方法治疗 5 天后，腰腿疼痛大减，治
疗 45 天后，疼痛基本消失，原压痛点消失。行走
活动自如，随访半年未见复发。
李某，女，60 岁，2001 年 3 月 9 日初诊，患
者以双膝酸痛 7 年余为主诉就诊，曾在多家医院
治疗数年，症状时轻时重，前来诊，检查:双膝部
微肿，压痛明显，无热感，疼痛呈持续性。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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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僵硬，肌肉萎缩不明显，伴有气短、疲倦、舌
质淡、苔少、脉沉细。X 线双膝正侧位片提示
双膝内外缘赘骨增生，血沉 35mm/h，抗链链球菌
溶血素 O、类风湿因子和血尿酸均无异常。诊断:
膝关节骨质增生(气血不足型)。
治疗:腰痛宁胶囊每粒 0.3g，每次 4 粒，每日
一次，睡前半小时黄酒兑少量温开水送服，停止
其他治疗方法。经 7 天治疗后，疼痛已减半，膝
关节肿胀基本消退，继续治疗 50 天，临床症状消
失，X 线复查双膝内外缘赘骨仍增生，但无加重
趋势，随访 l 年，患者双膝关节情况良好，正常
生活。
综上所述，腰痛宁胶囊是一种安全有效，疗
效稳定，副作用小，价格合理，是治疗腰腿痛的
理想药物，具有临床开发应用价值。
（本文原载于《中
国乡村医药杂志》2002 年 11 月第 9 卷第 11 期第 28 页）

腰痛宁胶囊在股骨头无菌坏死症中的应用体会
刘学
（河北省唐山市滦县油榨镇望府台村

患者，女，76 岁。经 X 线显示:“股骨头密度
不匀，骨小梁变形萎缩，囊性低密度改变区。
”诊
断为“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服用腰痛宁胶囊 3 个
月，经 X 线片显示:股骨头部骨小梁重新形成，密
度不匀区已大致正常，髋关节结构基本恢复正常。
腰痛宁胶囊对无菌性股骨头坏死症有止痛、活血、
骨组织再生三合一的作用。实属标本兼治。因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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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乡村医生，水平有限。病例尚少，只起抛砖
引玉作用。
“腰痛宁”胶囊对无菌性股骨头坏死症
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本文
原载于《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02 年 12 月第 9 卷第 12
期第 31-32 页系“颈复康颗粒”、
“腰痛宁胶囊”临床研究与应
用有奖征文三等奖（论文摘要））

腰痛宁、甘露醇联用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 13 例临床观察
任水祥
（江西省丰城市张巷卫生院

13 例患者男 8 例，女 5 例，年龄在 23 岁至
48 岁之间，发病时间 1 年以内 9 例，1 年以上 4

331116）

例。CT 示腰 3、41 例，腰 4、55 例，腰 5 骶 13 例，
腰 4、5 并腰 5 骶 13 例，腰 3、4 并腰 4、51 例，髓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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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cm 以下 9 例 11 个，0.5~1cm4 例 6 个。口服腰
痛宁胶囊，连续服用 3 周;静脉点滴 20%甘露醇
250ml+地塞米松 30mg，连用 5 天。经一个疗程治
疗临床症状均全部消除，
CT 示髓核消失 2 例 2 个，
缩小 0.1cm 至 0.4cm9 例 11 个，未变化者 2 例 4
个。随访 1 年未复发者 12 例，1 例半年后复发经

再次治疗症状消除。
（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医药杂志》
2002 年 12 月第 9 卷第 12 期第 32 页系“颈复康颗粒”、
“腰痛
宁胶囊”临床研究与应用有奖征文三等奖（论文摘要）
）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肌纤维炎 30 例
周志华
（江苏省吴江市南麻镇延陵路 73 号 215226）

腰肌纤维炎、又称腰背肌膜炎、肌风湿症。
本组 30 例，男 20 例、女 10 例;年龄最大 55 岁，
最小 30 岁;病程长 5 年，短 2 月。口服腰痛宁胶
囊，10 天为一疗程，连服 1～3 个疗程。另取明显
压痛点、用七星针叩刺后拔罐 10 分钟。本组 30
例，痊愈 21 例，好转 8 例，无效 1 例，治愈率 70%;
总有效率 96%，治疗最长 30 次，最短 10 次。

（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02 年 12 月第 9 卷
第 12 期第 32 页系“颈复康颗粒”、
“腰痛宁胶囊”临床研究与
应用有奖征文三等奖（论文摘要）
）

腰痛宁外用治疗癌痛疗效观察
李水银
（江西省横峰县中医院 334300）

本组 48 例均经病理、实验室检查、B 超、CT
等确诊。分为两组，治疗组(腰痛宁组)26 例，其
中肝癌 11 例，肺癌 6 例，乳腺癌 4 例，其他部位
癌肿为 5 例。对照组(强痛定组)22 例，其中肝癌
10 例，肺癌 7 例，乳腺癌 2 例，其他部位癌肿为
3 例。疼痛程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轻
度:为可忍受的疼痛，能正常生活和睡眠。中度:
为持续剧烈疼痛，影响睡眠，需用镇痛剂。重度:
为强烈持续疼痛，伴强迫体位及自主神经紊乱，
严重干扰生活及睡眠。两组病例情况大致相似，
具有可比性。治疗方法 治疗组:每处疼痛部位按
常规消毒后，
取腰痛宁胶囊 10 粒，
倒出囊中药末，
加入麝香 0.1g 或冰片 0.5g，用适量松节油调成糊
状，敷贴于疼痛处，用药面积应大于疼痛部位周
边 2～3cm，上面用敷料盖好，1 天换药 1 次，3

天评定疗效。对照组：强痛定 100mg 肌肉注射，
每 8 小时 1 次。连用 3 天。治疗结果 治疗组与对
照组分别为:显效 12 例与 7 例;好转 6 例与 8 例;轻
度好转 5 例与 2 例;无效 3 例与 5 例。总有效率治
疗组为 88.46%，对照组为 77.27%。显效率治疗组
为 12 例(46.15%);对照组为 7 例(31.18%)，有显著
差异(P<0.05)。本方若稍加改动是具有透皮治疗疼
痛很好的处方。外敷治疗癌痛过程中未见不良反
应。
（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02 年 12 月第 9
卷第 12 期第 32 页系“颈复康颗粒”、
“腰痛宁胶囊”临床研究
与应用有奖征文三等奖（论文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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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石亮好
（安徽省怀远县马城镇徐郢村卫生室 233411）

50 例均为本所门诊要求药物治疗的病人。年
龄在 19～66 岁。全部病例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并
到上级市级医院 X 线及 CT 检查明确诊断。其中
L4、5 突出 25 例，L5、S1 突出 21 例，L3、4 突出 2
例合并腰椎管狭窄 1 例。临床治愈:20 例占 40%。
显效:22 例占 44%。有效:6 例占 12%。无效:2 例占
4%。优良率 84%，有效率 96%。笔者认为，腰椎
间盘突出一般治疗配合服用腰痛宁胶囊疗效满意，

方便经济，尤以早期服用效果为佳。
（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02 年 12 月第 9 卷
第 12 期第 33 页系“颈复康颗粒”、
“腰痛宁胶囊”临床研究与
应用有奖征文三等奖（论文摘要）
）

腰痛宁胶囊治疗多种腰痛 67 例
张兴华
（陕西省华县赤水镇麦王卫生所 714105）

本文介绍笔者近两年来用腰痛宁胶囊治疗腰

治疗腰痛的一种安全，简便，有效的好方法。

肌劳损，腰扭伤，腰椎增生，腰间盘脱出症等多

（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02 年 12 月第 9 卷

种腰痛患者 67 例，取得了痊愈率 74.6%，总有效

第 12 期第 33 页系“颈复康颗粒”、
“腰痛宁胶囊”临床研究与

率 97.0%的满意疗效。笔者认为，腰痛宁胶囊是

应用有奖征文三等奖（论文摘要）
）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观察
何龙登 王京良

韩伟

袁毅

（云南省个旧市黄草坝回春诊所 661015）

186 例病人均经临床检查及 CT 检查。确诊为

宁胶囊。②在骨盆牵引基础上，口服腰痛宁胶囊

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组共 106 例。症状;腰痛伴

后 1 小时外敷回春抗骨散。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坐骨神经痛 69 例，单纯腰痛 37 例，突出部位:L3～

90.57%，对照组为 70%，两组比较疗效有显著差

L410 例，L4～L565 例，L5～S120 例，2 个结节段

异(P<0.05)。两组病人随访 6~12 个月;结果:对照组

以上 11 例。对照组共 80 例。症状:腰痛伴坐骨神

有 9 例复发，治疗组有 1 例复发。
（本文原载于《中

经痛 48 例，单纯腰痛者 32 例;突出部位:L3～L48

国乡村医药杂志》
2002 年 12 月第 9 卷第 12 期第 34 页系“颈

例，L4～L552 例，L5～S110 例，2 个节段以上者

复康颗粒”、“腰痛宁胶囊”临床研究与应用有奖征文三等奖

10 例。对照组:①中药内服，以活血舒筋、补养肝

（论文摘要）
）

肾、宣痹活络等，②骨盆牵引:治疗组:①口服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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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6 例
刘少林
（湖南省新宁县飞仙桥乡中心卫生院 422701）

治疗组 36 例，年龄 22~55 岁，均常规拍腰正

次，2~3 次为 1 疗程。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侧位片确定 L3~4 椎间盘脱出者 16 例，L4~5 椎间盘

(96.6%)，对照组总有效率(77.0%)。腰痛宁胶囊治

脱出者 14 例，L5S1 椎间盘脱出者 6 例。对照组 22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确切，方法简便，安全经

例，年龄 21~56 岁，均常规拍腰正侧位片确定 L3~4;

济，不需住院，患者及家属易于接受，临床值得

椎间盘脱出者 11 例，
L4~5 椎间盘脱出者 8 例，
L5~S1

推广应用。（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02 年

椎间盘脱出者 3 例。
治疗组:常规服用腰痛宁胶囊。

12 月第 9 卷第 12 期第 34 页系“颈复康颗粒”、
“腰痛宁胶囊”

对照组:地塞米松、山莨菪碱行骶管封闭。每周 1

临床研究与应用有奖征文三等奖（论文摘要）
）

腰痛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
罗德军
（四川省简阳市龙泉湖中心卫生院 641402）

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发病原因是椎间盘变性，

例。有效 3 例，结论: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

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

出症效果显著，值得推广。（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

神经所引起。我院自 2001 年以来使用腰痛宁胶囊

医药杂志》2002 年 12 月第 9 卷第 12 期第 34 页系“颈复康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2 例。方法:给予腰痛宁胶

颗粒”、
“腰痛宁胶囊”临床研究与应用有奖征文三等奖（论文

囊口服 4～6 粒/次，qd、部分重症病人配合理疗、

摘要）
）

推拿、按摩等治疗。结果:治疗 1～2 疗程后显效 9

腰痛宁胶囊应用三则
张金娟
(山东省沂水县高桥中心卫生院,276411)

腰痛宁胶囊具有温经通络,消肿止痛,祛腐生

1 年前发现双侧乳房内各有肿大的硬块数枚,大者

新之功,用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

可达 6mm³6mm。曾经某医院诊断为乳腺小叶增

腰椎骨质增生等病,疗效确切。本人常将之用于治

生症,服用乳癖消等药物治疗无效。患者经前双侧

疗乳腺增生症、产后关节痛等,亦每收良效。
乳腺增生症

乳房胀痛不适,月经量少色紫黑,有血块,舌质暗红,

刘某,女,30 岁。
双侧乳房内发现肿块已 1 年。

苔薄腻。予逍遥丸每日 3 次,每次 9g,服用 1 月后肿
块略有减小,且经前乳房疼痛减轻。在此基础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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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腰痛宁胶囊,每日 2 次,每次 2 粒。再服 10 日后,

入,阻塞经络,气血不通而致疼痛。腰痛宁胶囊温经

肿块明显变小,继续服药 3 个月后,乳房内肿块完全

通络、消肿定痛,故能治之。

消失。再服逍遥丸 1 个月后停药。随访 1 年未见

下肢溃疡

复发。

刘某,男,39 岁。主诉下肢溃疡 5 年余。患者于

按:本证多由肝郁脾虚、痰瘀互结而致。逍遥

5 年前左小腿受伤,当时未加处理。2 个月后伤处溃

丸舒肝解郁、健脾渗湿,用之虽有效,但收效缓慢,

烂流脓,经治疗后伤口面积虽缩小,但未痊愈。此后

且难以根除。加用腰痛宁,其中马钱子通络消肿、

每于劳累及站立过久时即感患处肿胀疼痛。诊见

活血散结,辅以乳香、没药化瘀活血,全蝎入络搜剔,

患处溃疡约 5cm³5cm 大小,周围皮色苍白,伤口上

诸药相合而可收良效。

有大量脓液。即予清创后用 645-2、复方丹参、氟

产后关节痛

美松、庆大霉素等注射液之混合液外敷,包扎,并内

陈某,女,27 岁。主诉产后左膝关节疼痛 2 年。

服腰痛宁胶囊,每晚 1 次,每次 5 粒。5 日后复诊见

患者于 2 年前因产后调摄不当致左膝关节疼痛,活

创面脓液明显减少。继续治疗 2 个月后痊愈。

动时加重,自感患处有凉意。诊见患者左膝关节无

按:下肢溃疡多缠绵难愈,本例经服用腰痛宁胶囊

红肿,舌淡红,苔薄白,脉弦。予腰痛宁胶囊,每晚 1

并加局部处理后,收效显著。有资料报道腰痛宁胶

次,每次 4 粒。服用 5 天无明显效果。遂加量至每

囊可辅助用于治疗慢性骨髓炎。由本例观之,可见

次服 5 粒,10 日后疼痛大减。继续服用 2 个月后病

确有其效。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间疗法》2002 年 12 月

愈。随访 1 年未见复发。

第 10 卷第 12 期第 52 页）

按:产后腠理疏松,百脉空虚,风寒湿邪乘虚而

腰痛宁胶囊临床治愈风寒湿痹伴
腰椎增生、下肢肌肉萎缩 16 例疗效分析
张学兰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医院 466700）

腰痛宁胶囊是承德中药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生

草等多种药物所组成。其君药马钱子为马钱科常

产的中药名牌产品。为当前治疗风湿寒痹、腰椎

绿乔木马钱的成熟种子，又称番木鳖。性味甘寒、

增生、腰椎间盘脱出等症之要药。自运用临床以

有毒，归肝胃经。应用时经加工炮制减毒后粉碎

来，已为众多的风湿类及多种因素造成的腰腿疼

用。主要功效：通经活络，除风祛湿，解毒抗癌，

患者解除了久治不愈之痛苦。
笔者自 1996 年以来，

散血止疼。常用于风寒湿痹引起的腰腿疼痛、拘

运用腰痛宁胶囊治疗风湿寒痹伴腰椎增生、下肢

急麻木、肢体瘫痪、跌打损伤及多种肿瘤等。
《外

肌肉萎缩 16 例，其中男 12 例，女 4 例。年龄 35-50

科全生集》曰：
“能入筋骨入骱之风湿，祛皮里膜

岁者 9 例，51-65 岁者 7 例。疗程 2-3 个月者 12

外凝结之痰毒”。
《衷中参西录》曰:”开通经络，通

例，4-6 个月者 4 例。均获临床治愈之良效。现将

达关节之力远胜它药”；乳香为橄榄科乳香树皮部

几年来运用腰痛宁胶囊治疗风寒湿痹等证的疗效

渗出的油胶树脂，采得后炒去油打碎用。性味：

分析情况报告如下：

辛温，微毒，归心肝脾经。主要功效：舒筋活血，

1 腰痛宁胶囊组方中部分药物功效之浅析

行气止疼，消肿生肌，助肾益精。常用于血瘀气

腰痛宁胶囊是由马钱子粉、乳香、没药、甘

滞的各种疼痛，痈疽肿痛、风寒湿痹及跌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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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本草纲目》曰：
“消痈疽诸毒，活血定痛，

总之，腰痛宁胶囊组方严谨，科学实用，内

伸筋治折伤及妇人难产”
。
《杂论》曰：
“此物禀天

含多种药用有效成份。这些药用有效成份相互结

三之气生，得地二之化成，可升可降，属阳、入

合，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作用

心肝脾三经，兼通十二经。为活血伸筋之良品，

于人体，不但提高了药品的治疗效果，也减少了

疮疽、心腹诸疼之要药”
；没药：为橄榄科植物没

对人体的副作用。同时又增强了人体的免疫能力，

药茎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采得后炒至焦黑色

促进人体病变部位的吸收和康复，保持人体气血

打碎用。性味苦平无毒，入心肝脾经。其主要功

的正常协调和运行。

用及主治与乳香同。
《杂论》指出：
“此物禀金水

2 风寒湿痹、腰椎增生及下肢肌萎的因果关系

之气生，性降属阴，能通十二经，为散血、消肿、

风寒湿痹是指人体感受风寒湿邪所引起的全

生肌之良品”
。
《本草纲目》曰：
“乳香活血、没药

身或局部以肌肉、关节疼痛麻木为为主要表现的

散血，皆能止疼消肿生肌，故二药每每相兼而用”；

疾病。其偏于风者为行痹，偏于寒者为痛痹、偏

甘草为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甘草的根茎。《本经》

于湿者为着痹。因三邪往往同时滞留人体，阻塞

上品。性味甘平无毒，归心脾肺胃经。主要功效：

经络，缠绵难治，故称为痹。
《素问²痹论》指出：

补中益气，润肺益精，温中下气，缓急止疼，清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明确指出了本

热解毒，安魄壮力。坚筋骨，长肌肉，通九窍，

证的病因，病名之来历。

利百脉，散表寒，除邪热。常用于各种气虚所致

风寒湿痹的发病机制是由于人体正气不足，

的失眠健忘，心悸怔忡和脾肺虚弱所致的倦怠乏

卫外不固，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留于经络、肌肉、

力、咳嗽短气、虚损羸瘦及五劳七伤等。有广泛

关节等组织，引起气血闭阻，运行不畅，出现肢

的清热解毒、缓急止疼之作用，为补心益气之要

体麻木疼痛等症状。年久失治或治疗不当，进而

药。
《杂论》曰：
“此物禀土中阳气而生，为阴中

形成风邪伤肝、寒邪伤肾、湿邪伤脾，再遇年老

之阳，气薄味厚，能补能泻、能表能里、能升能

体弱、肾气不足，风寒湿邪挟痰瘀等病理产物长

降、能通十二经”
。
《本经》云：
“主五脏六腑寒热

久盘踞人体，逐渐形成人体气血亏虚，骨质脆弱、

邪气，善疗金疮肿毒，坚筋骨、长肌肉、倍气力、

退行变化或碎裂。碎裂的骨质脱落在软边沿的附

解百毒”
。

着处，发生保护性骨质增生而形成骨刺。增生的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马钱子中含番木鳖碱、

骨质刺激、损伤周围的肌肉组织，造成局部充血

马钱子碱、脂肪油、蛋白质、绿原酸等。马钱子

水肿，水肿病灶再压迫周围血管、神经，进一步

碱除有较强的除风祛湿、通经止疼等作用外，动

造成肢体血液循环障碍，营养缺乏，出现肢体一

物实验尚有抗癌止咳、兴奋脊髓及抑制流感病毒

侧或双侧麻木疼痛或因肌肉长期营养不良而萎缩

和常见致病性皮肤真菌等作用；乳香、没药中含

等。

有乳香、没药树脂、树胶、挥发油、苦味质及氧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风寒湿痹与骨质增生、

化酶等，其树脂、树胶能防腐生肌、抗炎消肿，

肌肉萎缩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在

挥发油有祛风镇疼等作用；甘草中含甘草酮类化

治疗原则及组方选药中，必须照顾到各种病变的

合物、甘草甙元、天冬酰胺及甘露醇、甘草酸等。

复杂性，药证合拍，才能收到药到病除之效果。

其中甘草酸的钾、钙盐为甘草的甜味成份，能矫

3 腰痛宁胶囊治疗风寒湿痹等证的机理

正诸药的偏味与偏性。甘草酸水解后产生的甘草

风寒湿痹等证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正气不足，

次酸、葡萄糖醛酸结合，有解毒、抗炎、抗过敏、

外邪乘虚而入。日久不愈，而致心肝脾肾等脏气

止咳祛痰、抗乙酰胆碱等作用。并有增强肾上腺

受损。心气不足则不能主血，致使血行不畅、脉

素的强心作用等。其机制包括葡萄糖醛酸的结合

络受阻，而出现心慌气短、周身疼痛等。肝气不

解毒作用，甘草次酸的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及

足则不能主筋，致使筋脉失养而出现肢体麻木等。

甘草甜素的吸附作用等。

肾气不足，骨无所主致使髓海空虚、骨骼退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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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或增生。脾气不足则运化无力，肉无所主，水

求治。检查：精神不振、营养略差，心肺正常、

谷不能腐化，致使气血生化无源而出现四肢无力

血压 130/80mmHg,舌苔薄白、脉沉细无力。腰椎

或肌肉萎缩等。

4、5 椎体部压疼明显，右下肢肌肉中度萎缩。腰

针对上述病情，本品首选马钱子等强肝健筋、

椎正、侧位片显示：第 3、4、5 椎体广泛性骨质

除风祛湿、通经活络、散血止疼。继以乳香、没

增生。以右侧 4、5 椎体前沿增生为著。证属风寒

药等疏肝理脾、助肾益精、活血舒筋、生肌消肿。

湿痹久滞经络，肝肾脾三脏受损，致使脏气不足，

方中甘草甘平无毒，能补中益气、缓急止疼、安

骨骼、筋脉、肌肉等组织失其濡养，久而导致腰

魄壮力、润肺温中。坚筋骨、长肌肉、通九窍、

腿麻木、疼痛，腰椎骨质退化增生及下肢肌肉因

利百脉、散表寒、除邪热、解百药之毒，领众药

营养不良而萎缩等。治以疏风除湿，祛寒止疼，

通达十二经。诸药合用，相辅相承，各通其俞，

强肝健脾，壮肾益精。方用腰痛宁胶囊每晚睡前

各补其营，调其虚实，和其逆顺。使筋脉骨肉得

半小时服 6 粒，另用黄酒 30ml、鹿角胶 12g 开水

养，故沉疴自除。

烊化同服。用药 10 天，腰疼及右下肢疼、麻木均

4 腰痛宁胶囊临床应用之体会

减轻，一月后上述诸症基本消失，下肢肌萎亦有

腰痛宁胶囊在临床应用中，如辨证准确，服

明显的恢复好转。仍守上方继服 2 个月，诸症消

法得当，确能收到立杆见影之效果。笔者在几年

失。腰椎拍片与前片对照，原增生的骨刺有明显

来临床应用中深刻体会到，遵守本品说明服用法，

的吸收之征兆。已能正常参加田间劳动。一年后

尚未发现副作用。但要取得本药的最佳效果，必

家访，诸证均未见复发。

须在选择好适应证的前提下，还应注意到患者的

6 讨论

身体素质和兼证。老年体弱者服药量应酌减，体

风寒湿痹、腰椎增生、下肢肌肉萎缩是临床

壮邪实者可试用加大量。兼症复杂者亦可配合其

常见的多发性难治病。其起病隐匿，进展缓慢，

它辅助药，这样才能取得顽症速愈之效果。有禁

病情复杂，治愈困难。是当今国内外医学界普遍

忌症者要禁服，严防意外事故之发生。对来诊患

关注的重要课题，目前西医尚无特效疗法。因此

者，必须严格遵守医嘱服药量，以免发生不良反

从中药领域中进一步探讨根治这些常见难治病的

应。临床曾遇一患者，因病久体弱，为求速效，

方法，是一项极待解决而且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擅自超过医嘱量，每次服 8 粒，3 天后出现失眠、

研究工作。

焦虑不安，轻度的口唇麻木及四肢肌肉强直等。

腰痛宁胶囊纯系天然植物药所组成。得天阳

虽经服绿豆、甘草汤调解而消失，但毕竟曾给患

之灵气而化生，禀地阴稼穑之味而长成。经过规

者及其家属造成一时的精神恐惧和不安，因此，

范炮制，科学配方，并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精

临床必须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严密观察，掌

确提取有效成分，选用优质胶囊为剂型。从而既

握最佳有效量，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果。

保证了药物活性的稳定性，又提高了疗效。其服

5 典型病例

用量小，携带方便，质优效高，药价低廉，是当

杨**，男，52 岁，农民。腰痛、右下肢痛、

前治疗风寒湿痹等症的首选良药。今后随着本品

重着麻木 8 年，每逢刮风、阴雨天加重。经当地

在临床应用范围的逐步扩大和推广，腰痛宁胶囊

医院多次治疗无效。曾到周口、郑州等多家医院

必将为众多的风寒湿痹等诸症患者带来康复的希

求治，效仍不佳。余诊前 2 月腰疼、右下肢痛、

望和佳音。
（本文原载于《中医杂志》2003 年第 44 卷增

麻木等症状逐渐加重，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1999

刊第 24-26 页）

年 3 月经一位被余治愈的同类病患者介绍，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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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76 例报告
李学锋 张霞

乔洪杰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医院 山东聊城 252027）

【关键词】 腰推间盘突出症／中西医结合疗法；牵引；独活寄生汤
中图分类号：R681．5*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6852(2003)08—0023—01

笔者自1995年以来，运用综合疗法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176例，效果显著，现将有关资料报告
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176例病人，男97例，女79例；年龄最小
16岁，最大59岁；病程7天至5年；176例病人均行
X线片及腰椎CT检查，其中L3-4突出12例，L4-5突
出26例，L5-S1突出40例，两节段或两节段以上同
时突出98例，病人均排除腰椎滑脱、腰椎肿瘤、
结核等并发症。本组病历均符合陆裕朴《实用骨
科学》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
2 治疗方法
2.1 牵引 均采用多功能电脑牵引床，根据病人
病变部位不同采用不同角度牵引。L3-4突出给予
水平牵引；L4-5突出给予向后15°牵引；L5-S1突出
为向后30°牵引。牵引力基本与体重相等，牵引时
间为30分钟，治疗后卧硬板床休息，1周后重复牵
引1次。
2.2 脱水治疗 于牵引后给予20％甘露醇250mL
静滴，每日2次，配合复方丹参注射液16 mL加入
10％葡萄糖500 mL静滴，每日1次，7天为1疗程。
2.3 椎管滴药 药物组成：2％利多卡因10mL，
维生素Bl21500μg、维生素Bl300 mg、强的松龙
70mg、0．9％生理盐水200 mL。将配好的药物缓
慢滴入突出的椎间盘的硬膜外间隙，滴速每分钟
不超过30滴。于牵引第2天给药，导管外口用无菌
敷料包裹保留，间隔3日后再给药1次，给药后去
除硬膜外导管，无菌敷料覆盖针孔。
2.4 药物治疗 入院后常规给予中药独活寄生汤
加减治疗。方药如下：独活9 g，桑寄生15 g，防
风10 g，细辛6 g，秦艽12 g，当归10 g，川芎9 g，
熟地24 g，白芍12 g，桂枝9 g，茯苓12 g，延胡索

12 g，杜仲12 g，牛膝12 g，全蝎10 g。依据患者
肾虚型、寒湿型、风寒型的偏重给予随症加减。
上药水煎2次混匀，分2次服，每日1剂。综合治疗
10天后，配带腰围下床活动，治疗期间应禁止端
坐或下床，以免影响疗效。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评定标准 优：症状基本消失，直腿抬
高70°以上，可恢复原工作。良：症状大部分消失，
直腿抬高60°以上，负重工作有困难，可做一般工
作。可：症状和体征部分减轻，不能恢复原工作。
差：经治疗后，症状与体征无明显减轻。
3.2 治疗结果 优122例，
占67％；良40例，
占23％；
可8例，
占4.5％；
差6例，
占3.4％；总有效率为96.6％。
4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上应首先解除或减轻神
经根的受压情况，然后消除神经根水肿及粘连。
因此，我们针对上述因素采用多种方法综合治疗。
所用成角牵引顺应腰椎生理曲度，减轻椎间隙内
压力，使后纵韧带紧张，促使髓核回纳。另外给
予脱水治疗减轻神经根水肿，配合椎管内滴药，
使药物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促进物质代谢，消除炎症。给予中药内服可起到
壮腰健肾，利水消肿，活血通络，祛风散寒，温
经止痛的功效。
总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单纯采用一
种治疗方法难以达到理想效果，我们采用数种方
法综合治疗，协同互补，标本兼顾，相得益彰，
使疗效提高，复发率降低。
（本文原载于《甘肃中医》
2003年第16卷第8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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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 298 例报告
吴春生
（河南省平舆县第二人民医院

463414）

自 1998 年以来，作者应用腰痛宁胶囊治疗各

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扭伤、第 3 腰椎横突综

种腰腿痛病人 298 例，获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总

合征、臀上皮神经损伤、梨状肌损伤等病常规卧

结报告如下。

硬板床休息，棘上棘间韧带劳损、腰椎滑脱症配

临床资料：

带腰围，并加强腰背肌功能锻炼。

本组 298 例，男 157 例，女 141 例。年龄 20～

疗效评定标准

①优：腰腿痛等症状消失，

76 岁，平均 41 岁。病程 3 天～8 年，平均 4 个月。

腰部活动自如，直腿抬高试验阴性，恢复正常工

其中腰椎间盘突出症 92 例，
腰椎管狭窄症 16 例，

作。②良：腰腿痛症状基本消失，劳累后有疼痛，

腰扭伤 29 例，腰椎骨质增生 34 例，第 3 腰椎横

休息后疼痛消失，不需药物治疗，直腿抬高试验

突综合征 46 例，腰椎棘上棘间韧带劳损 41 例，

阴性，基本能够从事原工作。③可：腰腿痛等自

腰椎滑脱症 12 例，臀上皮神经损伤 11 例，梨状

觉症状部分消失，较治疗前有所改善，需配合其

肌损伤 17 例。

他方法进行治疗。④差：腰腿痛等症状较治疗前

治疗方法

口服河北省承德中药集团生产的

无明显改善或病情加重。

腰痛宁胶囊，每次 5 粒，每日 1 次，睡前用包装

治疗结果 本组病人均经过 1-4 个疗程治疗，

中配制的黄酒 1 支兑少量温开水送服，16 日为 1

按上述标准评定，总有效率为 96.3%，其结果如

个疗程。

下表。服药过程中未发现不良反应。

病因分类

例数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管狭窄症

疗效评定

有效率

优

良

可

差

（%）

92
16

49
3

27
良
6

14
5

2
2

97.8
87.5

腰扭伤

29

18

7

4

0

100.0

腰椎骨质增生

34

14

11

7

2

94.1

L 横突综合征

46

22

17

6

1

97.8

棘上棘间韧带劳损

41

18

16

5

2

95.1

腰椎滑脱症

12

4

4

3

1

91.7

臀上皮神经损伤

11

5

4

2

0

100.0

梨状肌损伤

17

8

4

4

1

94.1

合计

298

145

96

46

11

96.3

讨论
腰腿痛是骨伤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属中医“痹症”的范畴。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急慢性损伤或七
情失调可导致全身或局部气滞血瘀，瘀则不通，不通则痛。血为有形，形伤则肿。气滞血瘀日久，筋骨
失却濡养，筋挛肉痿，关节活动不灵或增生变形。气滞血瘀、营卫不和、腠理空疏，易受外邪侵入。寒
为阴邪，易伤阳气，阳气虚损，气血无以温煦鼓动，血涩不畅，寒邪侵袭，阻于经络，客于筋骨，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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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关节，致肿胀疼痛。得热助阳，寒邪疏散，气血较为流畅，疼痛缓解。遇冷助阴，寒聚而凝滞不通。
疼痛加重。腰痛宁胶囊的主要成分有马钱子、土鳖虫、全蝎、僵蚕、乳香、没药等中草药，其功效为温
经通络、祛风散寒、祛湿止痛，能使血脉流通，气机通畅，经络得以温煦，筋骨得以濡养，疼痛、肿胀
诸症可随之消失，因此治疗腰腿痛效果显著。
现代医学认为，腰部的脊髓及神经受压，导致局部充血、水肿、粘连、无菌炎症、血液循环障碍是
腰腿痛发病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又互为因果致使病情逐步加重。本组临床观察表明，腰痛宁具有改善
局部血液循环，减轻受压神经根的炎症水肿和组织细胞的炎性浸润，改善局部的供氧和新陈代谢，降低
肌张力及椎间盘内压的作用，因而可达到祛邪除疾的目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区医师》2004 年第 20 卷第 7 期第 36 页系“腰痛宁”杯有奖征文一等奖）

腰痛宁治疗慢性腰痛 180 例疗效观察
张留宪

张式福

（山东省莘县第三人民医院

近年来，我院用腰痛宁治疗慢性腰痛，取得
了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
本组病人524例,均系2001年2月～2003年5月
本院门诊或住院病人。其中男372例，女152例，
年龄44±25岁，病程17±5.5年。病因：劳损121
例，寒冷172例，潮湿102例，受风84例，产后16
例，术后12例，不明原因17例。全部病例均临床
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局部疼痛、肿胀、麻木、僵硬、
功能受限甚至畸形。其中腰痛持续发作者186例，
反复发作者338例，经X线拍片、CT扫描、磁共振
及相关血尿常规及生化检查：腰椎骨质增生119例
(22.88％)，腰椎间盘突出症72例(13.9％),腰肌劳损
121例(23.1％)，腰肌纤维炎、梨状肌炎共52例
(9.9％)、慢性风湿性腰痛160例(30.5％)。另外，
腰痛合并膝关节疼痛124例，颈椎病48例，四肢关
节疼痛22例，坐骨神经痛14例。上述病人多在休
息、温暖、晴天、夏天或活动后症状不同程度缓
解，而在劳累、寒冷、阴雨天、冬天、久坐等情
况下症状加重。全部病例均经内服各类中西药物、
药酒、膏药外贴、热敷、针灸理疗等治疗，而病
情时轻时重，反复发作。
随机将病人分为3组，即治疗组180例，对照1
组、2组各172例。3组性别、年龄、病程经统计学
处理无明显差异性，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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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治疗组按产品说明书推荐介绍的
剂量与方法(河北承德颈复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服用腰痛宁。对照1组给予壮骨关节丸，对照2组
给予西药消炎痛、布洛芬、炎痛喜康常规治疗。
疗程4周。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 x ±s)表示，应用计算
机SAS软件进行ｔ检验。
疗效标准 ①治愈：症状全部消失．功能活
动恢复正常，主要理化检查指标正常。②显效：
全部或主要症状消失，关节功能基本恢复，能正
常参加工作和劳动，相关辅助检查结果基本在正
常范围。③有效：主要症状基本消失，各项功能
活动有明显进步，生活由不能自理转为能够自理。
主要理化检查指标有所改善，基本劳动工作能力
有所恢复。④无效；与治疗前对比各方面均无进
步。
结果 三组治疗方法结果见表。
表 三组治疗方法疗效统计结果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80

50

114

16

0

90.91

对照 1 组

172

36

90

42

4

73.56

对照 2 组

172

28

92

44

8

70.11

与治疗组比较*P＜0.05

讨论
《金匾翼》说：“盖腰者一身之要，屈伸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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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无不由之。”是说腰在身体各部运动时起枢纽
作用，为日常生活和劳动中活动最多的部位。因
此．腰部的肌肉、筋膜、韧带、小关节突、椎间
盘等易于受损而出现腰痛症状。另外，寒冷潮湿
也是腰痛的重要外因。《证治准绳》说：“腰痛
有风湿、有寒热、有挫闪、有淤血痰积滞气。”
总之，腰痛属中医痹证范畴。我们认为腰痛可在
劳损的基础上由风寒湿邪所致，其中湿邪尤为重
要。湿性黏腻不易速去，故腰痛病人多延绵难愈，
病程久长反复发作，湿邪不尽，又易招它邪。祛
湿未尽往往是临床症状有减，但呈反复发作，所
以临床祛邪重在祛湿。
腰痛宁中的主要药物具有祛湿通络、温经散
寒邪，消肿止痛而发挥其独特治疗作用。本组资
料显示治疗效果总有效率治疗组均优于其他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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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P<0．05)。此外，在治疗过程中或治愈后，
应嘱患者加强防护，防止一切不利因素如阴雨天、
寒冷、劳累等作用于人体。我们还认为：对腰痛
治疗应以补肾为本，肾虚易受邪侵，腰痛日久必
致肾虚，所以肾虚为腰痛之本。肾精充盈，不易
被邪气所患，既便感邪，也易鼓邪外出，疾病易
愈，故补肾为治本之策，从本组资料分析，腰痛
宁疗效好，疗程短，除了具有消肿止痛，疏散寒
邪、湿邪、风邪，温经通络的作用外，还具有提
高肌体免疫力，祛邪扶正固本之功能。（本文原载
于《中国社区医师》2004年第20卷第7期第37页“腰痛宁”
杯有奖征文一等奖）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病 168 例临床观察
甘锡民
（江西省未成市石江卫生院

山庄牌“腰痛宁”胶囊是承德颈复康药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中药名牌产品，是临床治
疗腰腿痛病的良方。近 4 年来，每遇腰腿痛病患
者，我们习惯首先使用该药，效如桴鼓。
临床资料
168 例门诊患者，男 92 例，女 76 例；年龄
21～76 岁，病程 1 天～30 年。根据临床表现及 X
光摄片、生化、B 超等辅助检查：腰椎间盘突出
症 29 例，腰椎增生症 32 例，坐骨神经痛 36 例，
腰肌劳损 41 例，腰肌纤维炎 5 例，慢性风湿性关
节炎 17 例，其他原因引起的腰腿痛 8 例。绝大多
数病例年龄偏大，病程偏长，且经过多次中西药
治疗。所有病例表现均显示有气血不足，肝肾阴
阳两虚之象。
病案举例
患者，男，54 岁。2002 年 10 月 15 日初诊。
四肢各关节疼痛，游走不定 3 年，腰痛 2 年。2002
年 9 月，突然出现左下肢疼痛，行走困难。经他
院诊断为坐骨神经痛急性发作。X 光摄片显示：
第 4 腰椎骨质增生。经服中药独活寄生汤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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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络效灵丹加减乏效。西药服过布洛芬、芬必得
和扶他林等药，均暂时能止痛，但停药症状如故，
故前来就诊。临诊所见：患者左侧坐骨神经沿线
麻木疼痛难忍，不能行走。腰臀部肌肉跳动刺痛
如刀割。患部无红肿，两腿温度，右侧比左侧温
度略高。气候变化疼痛加剧。茶水难进，坐卧不
安。舌质淡红有瘀点。苔白稍厚腻，脉沉弦而紧。
证属腰腿痛，寒湿瘀偏胜之痹证。拟疏散寒邪、
温经活血、通络止痛为治。方药：腰痛宁胶囊治
疗。首次服 4 粒，黄酒 5ml，白开水送服。晚上
睡前加服 4 粒，嘱多喝白开水。其后每天 2 次，
每次 4 粒。另外针刺双委中穴放血二三滴，针双
肾俞、阿是穴等中强度刺激。治疗 3 天后，疼痛
缓解。加强功能锻炼，每天沿着吃饭大方桌，逆
向慢慢退走，上午 100 圈，下午 100 圈，逆向倒
背行走。腰痛宁胶囊上午 1 次，晚上 1 次，每次
各 4 粒，黄酒白开水送服，每次白开水 300ml 左
右。治疗半月后，诸症消失，步行如常人。后以
人参养荣丸间服而收全功。
治疗结果 168 例腰腿痛患者中，显效：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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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摄片、B 超理化指标正常，腰腿痛等临床症状
消失，腰部转侧，关节活动功能基本恢复 108 例。
有效：临床症状大有好转，腰部功能、关节活动
功能有改善，主要理化指标基本接近正常 59 例。
无效：1 例，总有效率 97.6%以上。
讨论
综观腰痛宁胶囊组成，系针对风寒湿痰瘀等
而设，乃治病求本之意。方由制马钱子、土鳖虫、
麻黄、乳香、没药、川牛膝、全蝎、僵蚕、苍术、
甘草等药组成。方中制马钱子为君，具有通络散
结、消肿定痛作用。《医学衷中参西录》云：“马
钱子有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远胜于他药。”
土鳖虫有破血逐瘀、续筋接骨止痛作用。乳香辛
香苦温，长于行气活血，舒络定痛；没药辛苦性
平，善于祛瘀活血、消肿止痛，二药合用相得益
彰，可增强活血镇痛力量。全蝎、白僵蚕熄风止
痉、解毒化痰散结，通络止痛。麻黄祛风散寒，
宣肺理气。苍术燥湿健脾。川牛膝为引经药，引
诸药下行，直达窠穴，发挥功效。该药组方着重
于“温、通”二字。腰痛宁胶囊为散剂，由胶囊
包囊，真可谓散者散也。气血者，不通则痛，通
则不痛。该药复方组成，共奏消肿止痛、疏散寒
邪、温经通络之功。故对各种原因引起的腰腿痛，

取效甚佳。
关于腰痛宁胶囊剂量，按常规 1 次 4～6 粒，
每日 1 次，黄酒兑少量温开水送服。睡前半小时
或遵医嘱。根据我们多年来临床所见，按此剂量，
对于重症患者，力稍嫌逊。因患者体型有胖瘦之
分，体质有强弱之差，对药物敏感度及耐受程度
也有个体之异等。所以对于急症、重症腰腿痛患
者，应酌情处理。给予其药首次 4 粒，晚上临睡
前加服 4 粒，嘱多饮白开水，稀释其药物浓度，
减少肌颤等不良反应的产生。连服 15 天为 1 疗程，
效果较理想。
腰痛宁胶囊所含药物，属辛温、燥热、走窜
力甚强之品较多，十四经络、四肢关节无处不到，
所以临床适应证以实证为多。孕妇、小儿及心脏
病患者禁用，风湿热、脑溢血、癫痫患者忌服，
这是我们临证时必须牢记的。（本文原载于《中国社
区医师》2004 年第 20 卷第 8 期第 34 页系“腰痛宁”杯有奖
征文一等奖）

腰痛宁胶囊临床治验
徐洪杰
（黑龙江省绥棱县双岔河镇卫生院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 148 例，男 121 例，女 27 例。年龄
在 20 岁以下 2 例，21～30 岁 11 例，31～40 岁 28
例，41～50 岁 47 例，51～60 岁 43 例，61 岁以上
17 例。病程在 2 年以内 24 例，患病 2～5 年 41
例，患病 5～10 年 50 例，患病 10 年以上 33 例。
全部患者均口服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
疗效标准 ①痊愈：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
生理曲度变为正常，X 线示患部增生消退。②显
效：腰部活动自如，生理曲度变为正常，X 线示
患部增生缩小。③有效：腰痛明显减轻，生理曲
度变为正常，X 线示患部增生在治疗前后无变化。
④无效：病情无好转或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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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痊愈 27 例
（18.2%）；
显效 52 例(35.1%)，
有效 67 例(45.3%)，无效 2 例(1.6%)，总有效率
98.7%。
讨论
现代医学药理分析，马钱子含士的宁和马钱
子碱，两者作用相似，对神经中枢有兴奋作用，
能提高脊髓反射的兴奋性，兴奋延髓的呼吸中枢
和血管运动中枢，提高骨骼肌肉的紧张度，增强
大脑皮质的兴奋功能。口服可治疗骨质增生、内
寒湿痹、瘀血肿痛、肢体麻木。处方中土鳖虫、
全蝎、僵蚕等皆是通经活络，活血化瘀之品，加
之黄酒引用，引诸药通经活络，直达病所，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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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扶正。(本文原载于《中国社区医师》2004 年第 2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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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期第 32 页系“腰痛宁”杯有奖征文一等奖)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腿痛 653 例
裴学博
（内蒙古宁城县中蒙医院 024226）

临床资料

痛等症状和体征无明显改善或继续加重，对活动

自 1996～2002 年，我院门诊接治属于风寒湿

和工作有较大影响。

痹的腰腿痛患者 779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

653 例，男 317 例，女 336 例；年龄 20～72 岁，

95.56%和 80.95%。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具有显著性

平均 44.4 岁；病程 1～14 年不等，平均 3.7 年；

差异（P＜0.01）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属行痹者 97 例，属痛痹者 362 例，属着痹者 194

讨论

例。对照组 126 例，男 56 例，女 70 例；年龄 20～

腰腿痛多由于正气不足，久劳或跌仆闪挫，

70 岁，平均 44.9 岁；病程 1 周～14 年，平均 3.4

风寒湿邪乘机侵袭机体，闭阻经络，气血循行不

年；两组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

畅，不通而痛，故治疗应以化瘀通络止痛为本。

具可比性（P＞0.05）
。
治疗方法

腰痛宁胶囊乃纯中药制剂，方中马钱子通络

治疗组口服腰痛宁胶囊，每日 1

散结、消肿止痛力强，为方中的主药；乳香、没

次，每次 4 粒，如无不良反应，1 周内增至每次 6

药活血化瘀，马钱子得此二药相助，则止痛之力

粒，睡前黄酒送服。对照组口服吲哚美辛，每日 3

倍增；土鳖虫、全蝎、僵蚕性善走窜，搜风逐邪，

次，每次 25mg，饭后服。两组均以 1 个月为 1 疗

通络止痛；麻黄、苍术性温、味辛、苦，辛可祛

程，根据病情需要各治疗 1～3 疗程。所有患者，

风，苦可燥湿，温可散寒，是为祛风散寒除湿之

每月检查肝、肾功能及血尿常规。

要药；川牛膝引药下行，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疗效判定标准

①临床治愈：临床症状、体

征消失，活动和工作正常，随访 3 个月未复发。

甘草调和诸药解诸药之毒。全方共奏化瘀通络止
痛，祛风散寒除湿之功。

②显效：疼痛等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基本不影

方中马钱子有大毒，全蝎亦有毒，因此使用

响活动和工作。③有效：疼痛等症状体征明显改

时应注意检查肝肾功能。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区医师》

善，对活动和工作的影响明显减小。④无效：疼

2004 年第 20 卷第 9 期第 35 页“腰痛宁”杯有奖征文一等奖）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肌劳损性腰痛 85 例分析
农儒文
（广西靖西县卫生防疫站 533800）

临床资料

年龄 18~61 岁，平均 36.4 岁;病程 3 个月~22 年，

本组病人共 85 例，其中男 62 例，女 23 例;

平均 3.85 年。其中，长期体力劳动者 49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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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5%，有腰扭挫伤史者 27 例，占 31.76%，其

化。

他 9 例，占 10.59%。本组 85 例病人均以腰部酸

治疗结果 治愈 48 例，占 56.47%，显效 27

痛为主，劳累及气候变化时加重，无神经根损伤

例，占 31.76%；好转 9 例，占 10.59%；无效 1

症状。

例。总有效率为 98.82%。

治疗方法

使用承德中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讨论

生产的腰痛宁胶囊治疗。每日服药 1 次，每次 4-6

腰肌劳损是一种慢性腰部肌肉损伤，以往治

粒，睡前口服，用特制的黄酒加适量白开水送服，

疗主要用理疗、电疗、局部用药等，但疗效不理

不饮酒者用白开水送服。体弱、病情轻者每次服

想。腰痛宁胶囊主要成分马钱子具有通经活络功

4-5 粒；体强、病重者，服 6 粒。服药 1 个月后判

能；全蝎、僵蚕通络止痛，全蝎还有扩张血管作

定疗效。

用;没药、乳香均能散瘀活血止痛。以上诸药合用，

疗效判定

①治愈：腰痛症状消失，腰部活

具有消肿止痛、温经通络、疏散寒邪之功效，改

动自如，可以参加正常工作，劳累及气候变化症

善神经、肌肉营养状况，促进功能恢复，腰部挛

状亦不明显；②显效：腰痛症状基本消失，可以

缩的肌纤维松弛，从而解除腰痛症状，达到治疗

参加正常工作，劳累及气候变化可有轻度不适感；

目的。（本文原载于《中国社区医师》2004 年第 20 卷第

③好转：腰部症状减轻，时有复发，劳累及气候

10 期第 31 页系“腰痛宁”杯有奖征文二等奖）

变化症状明显加重；④无效：治疗前后症状无变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增生症 128 例临床观察
钟美昌
（核工业二九四大队职工医院 353400）

自 2000 年以来，运用口服腰痛宁胶囊治疗腰

治疗方法 腰痛宁胶囊 5 粒，黄酒少量兑温

椎增生症，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现将治疗结果
总结如下。
临床资料
128 例患者均为门诊病例。其中男 87 例，女

开水送服，每晚 1 次。不饮酒者用温开水送
服效同。2 盒 l 个疗程，连服 2 个疗程。
疗效评定

①显效:腰腿痛症状缓解，腰部活

41 例；年龄 35~76 岁，平均年龄 53 岁，病程 8

动自如。且半年以上无发作:②有效:腰腿酸痛症状

个月~16 年，
平均病程 5.5 年。
发病缓慢呈渐进性，

基本缓解，劳累、受凉后偶有发作;③无效:症状无

有腰腿痛或下肢麻木感，自觉腰部发硬不灵活，

明显改变者。

夜间疼痛加剧，患肢有发冷、发热的异常感觉。

结果

少数患者跛行，腰部活动功能受限，向前弯腰时
脊椎僵硬，屈伸不便。

128 例中显效 83%(106/128)，有效

17%(22/128)，总有效率 100%。
讨论

直腿抬高受限，用拇指按压腰骶椎棘突时有

本病属于祖国医学“腰痛”
、
“痹证”、
“骨痹”

明显压痛，在棘突旁有数个压痛点。X 线检查可

的范畴。腰痛宁胶囊中马钱子消肿止痛、通经络;

见脊椎变平直或向前曲度加大，在腰椎体前后缘

乳香、没药活血理气、散瘀止痛；牛膝补肝肾、

可见有不同程度的唇样增生，部分病人在椎体后

强筋骨、活血通经;全蝎善治口眼歪斜、半身不遂;

缘和椎间孔处，可见尖角状骨赘，严重者可形成

僵蚕除风热、熄肝风、止抽搐，苍术可治风寒湿

骨桥。

痹关节酸痛;土鳖虫软坚散结，破癥瘕积聚，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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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筋接骨，行瘀止痛。全方共奏消肿止痛，疏散

2004 年第 20 卷第 10 期第 31 页“腰痛宁”杯有奖征文二等

寒邪，温经通络的作用。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区医师》

奖）

腰痛宁胶囊治疗腰痛病人 100 例疗效观察
杨旭太

梁宏展

（甘肃省庄浪县人民医院

744600）

腰痛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很多疾病

个疗程，共观察 2 个疗程，记录观察评价疗效标

都可引起腰痛.腰部肌肉、韧带、骨和关节的急、

准:①临床缓解，脊柱及髋关节疼痛，僵硬消失或

慢性损伤引起的腰痛最为常见，如急性腰扭伤、

显著改善，周围腰肌、关节肿痛，晨僵消失。②

慢性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症等。临床表现有

显效:脊椎及髋关节疼痛、僵硬明显改善或有改善。

局限性、固定性疼痛及放射性牵引性疼痛。由于

周围腰肌关节肿痛，晨僵明显改善。③有效:脊椎

长期的疼痛而使活动受限，久之，可造成肌肉萎

及髋关节疼痛僵硬改善，腰肌关节肿痛，晨僵有

缩、关节变形.丧失工作及生活能力。目前国内外

改善。④无效:服用本药，1 个月后各项指标均无

尚无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我院门诊用承德中药

好转。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腰痛宁胶囊治疗腰痛效
果显著，现总结 100 例病例，报告如下。
一般资料: 100 例病例均为 2001 年 3 月～
2003 年 3 月我院门诊病人，其中男 76 例，女 24

结果: 见效时间:服本药后最快为 2 天见效，
最慢为 6 天见效，平均 4 天见效，绝大多数患者
服后 2～4 天见效。
疗效: 治疗 100 例患者中有 2 例无明显改善。

例，男女之比为 3.3:1，年龄 28～74 岁，平均 51

脊柱及髋关节疼痛，僵硬消失 22 例，明显减轻 53

岁，病程 1 个月～10 年，平均 4 年。本组病人绝

例，有减轻者 23 例。显效率 75%，临床有效率

大多数既往曾服过非甾体类抗炎制剂、激素、中

23%，总有效率为 98%。

药等药物，疗效均不满意，其中 1 人因长期服用

讨论

激素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因而不能减量。

腰痛中医认为属“痹症”范畴，《内经》说:

100 例患者治疗前有 70 例均有腰椎骶关节疼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痹者闭也”。是指气

痛，关节活动受限，同时出现坐骨神经痛 56 例，

血为邪所阻，因而发生闭塞不通的现象，在气血

表现髋关节放射性疼痛者 41 例，小腿肌肉牵引性

失去正常的回流畅通后，身体上往往产生一种痛

疼痛 20 例，游走性疼痛 18 例，足跟疼痛 6 例，

楚的感觉，这就构成痹症的主要症状，痹症的成

腰肌劳损 16 例，腰急性扭伤 6 例，慢性风湿关节

因是由于外感风寒湿之气而起。气为血之帅，气

炎 8 例。

滞则血行不畅，久而形成瘀血，瘀血阻滞经脉，

治疗:

目前治疗的目的主要在于:①控制关

不通则痛，其致病特点为刺痛，痛处固定不移拒

节及其他组织的炎症，缓解症状。②保持关节功

按，夜间痛甚，若瘀积体内久聚不散则可形成癥

能和防止畸形。③修复受损关节组织，以减轻疼

积，按之有块，固定不移。各种外伤宜可使血离

痛和恢复功能。但目前尚无特效药物，属医学界

经脉，停留体内，不能及时消散或排出体外，从

的一大难题，有“病人腰痛医生头痛”之说，自

而形成瘀血，久而积聚成毒邪，瘀血痹阻于经络

腰痛宁胶囊问世以来，大多数急性腰痛患者经服

而致腰腿疼痛，由于疼痛而丧失活动，造成肌肉

用均能很快得到缓解。在临床应用中服用方便、

萎缩，关节变形。可用镇痛消肿、温经通络、补

安全、可靠、有效。

益肝肾之法则。

用药方法: 1 次 4 粒，用特备黄酒 1 支 10ml
兑少量温开水睡前冲服，每天 1 次。以 10 天为 1

腰痛宁胶囊以马钱子、土鳖虫为君而通经络，
消结肿，止疼痛;以麻黄、牛膝、苍术、全蝎、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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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为臣散寒利湿，舒筋通络，镇痉止痛;佐以乳没

效果确切明显。具有明显的减轻疼痛、僵直、恢

活血散瘀、消肿止痛，使以善解百毒，调和诸药

复功能的特点，服药后平均 4～5 天见效，临床总

的甘草为伍，君、臣、佐、使，其配方严谨。具

显效率为 68%，总有效率为 98%，我们对 6 例服

有补气血、益精髓、强筋骨、逐瘀血、通经络、

用 1 个月以上的病人进行随访，发现停药后复发

利关节之功能，有疏散寒邪，温通经络，温而不

的，再次服药仍然有效，长时间服药无不良反应

滞、散而不乱之优点。具有改善腰部神经、肌肉、

蓄积现象，无不良反应及不良表现。根据临床应

骨关节功能状态之效果，有活血化瘀而不伤血，

用效果证明，腰痛宁胶囊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

舒筋解郁而不耗气之特点，有消肿止痛，消除局

腰椎增生症、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腰椎纤维

部炎症之根本。

炎、慢性风湿关节炎及各种骨关节的跌打损伤均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本文原载于《中

通过腰痛宁胶囊对本组 100 例腰痛患者的治

国社区医师》2004 年第 6 卷第 11 期第 41-42 页）

疗观察。该药对各种原因引起的腰痛症状的治疗

腰痛宁胶囊加拔罐治疗腰背肌劳损 54 例
管恩兰 丁树栋
（山东省诸城市精神卫生中心 262200）

笔者近年来运用腰痛宁胶囊加拔罐治疗腰背

本组 54 例经 1 个疗程治疗,治愈 39 例,治疗后

肌劳损 54 例,疗效较好,现报告如下。

腰背部沉重、疼痛等临床症状消失,随访半年以上

一般资料

无复发;好转 13 例,病人腰、背部沉重、疼痛感明

54 例均系门诊患者,其中男性 18 例,女性 36

显减轻;无效 2 例,症状无改善。总有效率 96.3%。

例;19 例年龄在 50 岁以下,51~70 岁者 35 例。本组

体会

患者均经理化检查,排除器质病变及相关疾病引起

笔者在临床实践中体会到,腰痛宁胶囊有活血

的腰背肌沉重、疼痛。

化瘀、通络止痛的作用,其治疗腰背肌劳损的疗效

治疗方法

显著。本组患者在运用腰痛宁胶囊加拔罐治疗期

患者均口服腰痛宁胶囊,每日 3 次,每次 2 粒。

间,未发现有任何毒副作用,而且治疗方法简单,患

同时配合拔罐治疗:让患者俯卧于床上,上肢、背、

者易于接受。故笔者认为用腰痛宁胶囊加拔罐治

腰部肌肉放松,在患者腰背部选择 2~3 处沉重点或

疗腰背肌劳损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好方法,值得临

疼痛点,用闪火法拔罐,留罐 15min,每日 1 次,1 周为

床推广应用。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间疗法》2004 年 7

1 个疗程。所有患者均治疗 1 个疗程后评定疗效。

月第 12 卷第 7 期第 35 页）

治疗结果

腰痛宁胶囊新用
牛忻群
山西

腰痛宁胶囊为近年开发的新型中药品种之一。
其组方严谨、配伍合理、剂型先进，主要由马钱
子、土鳖虫、全蝎、乳香、没药、川牛膝、麻黄、

苍术、甘草等组成。具有消肿止痛、疏风散寒、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的功能。适用于腰肌劳损、
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增生症、坐骨神经痛、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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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纤维炎、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
治疗。随着近年应用的不断进展，其功效进一步
扩大，特别是在某些疑难病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效
果，现简介如下。
筋膜间隔区综合症 筋膜间隔区综合症是骨
伤科常易发生，且易被忽略的病症，可致四肢的
一个或多个骨筋膜室内的组织压力增高，导致肌
肉和神经损伤，处理不当极易造成后遗症，给患
者带来诸多不便。腰痛宁胶囊可迅速改善患肢血
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改善患肢的运动功能，
促进患肢病理变化的恢复期和损伤部位病灶的消
退，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伤肢的功能障碍。据报道
有人以腰痛宁胶囊治疗本病 120 例，
每日服 1 次，
每服 6 粒，7 天 1 疗程，结果治愈 119 例，1 疗程
治愈 28 例，2 疗程治愈 85 例，3 疗程治愈 6 例，
好转 1 例，总有效率为 100%。
乳腺增生症 为女性很常见的乳房病变，多
见于 30-50 岁妇女，以一侧或两侧乳房内发生多
个，大小不等质韧的结节，以在乳房外上象限为
多见，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胀痛，以月经前 3-5 日
较为突出。而腰痛宁胶囊有良好的行气通络，活
血止痛，软坚消肿之效，每日服 1 次，每次 6 粒。
据报道有人以腰痛宁胶囊治疗本病 48 例，总有效
率为 79.17%。
痛经 妇女正值经期或经行前后，出现周期
性小腹疼痛，或痛引腰骶，为妇科常见病，多由
气滞血瘀或寒凝经脉，气血不通所致。而腰痛宁
胶囊有行气活血、散瘀破结、活络止痛之效。一
般每日 4-6 粒，于行经前开始服用，视疼痛的情
况决定服药长短。据报道有人以腰痛宁胶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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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 127 例，服药最短 1 个周期，
最长 29 个周期，
平均服药 12-19 个周期。结果单纯性痛经 61 例，
显效 54 例，有效 7 例，总有效率为 100%。合并
其他妇科之痛经 66 例。分别 41 例、14 例、11 例，
总有效率为 88.33%。
强直性脊柱炎 强直性脊柱炎主要表现为腰
骶部疼痛，肿胀，僵硬加重，夜间尤甚，活动后
减轻等一系列症状。腰痛宁胶囊有良好的活血定
痛，通行经络，对强直性脊柱炎活动期有独特效
果。据报道有人以腰痛宁胶囊治疗本病 50 例，每
日 1 次，每次 6 粒，用黄酒兑少量温开水送服。
并设有对照组用消炎痛，
每次 25 毫克，
每日 3 次，
疗程同为 1 个月，经影像学观察结果，治疗组 50
例中，治疗后未见骨质改变 46 例，4 例较前加重。
对照组 30 例中，未见骨质改变 5 例，25 例较前加
重，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难愈性骨折 难愈性骨折是骨科常见之疾，而
影响骨折愈合的因素错综复杂。常见如年老、体
弱多病、断端固定不稳固、感染、广泛的骨膜和
肌肉创伤、骨折端接触面过小或不接触等等。腰
痛宁胶囊有良好的消肿止痛，活血通络，强筋壮
骨之效。并可促使骨膜、骨折的愈合速度。每日 1
次，每次 6 粒，据报道有人以腰痛宁胶囊治疗骨
折后难愈合 30 例。连服 12-14 周后。结果治愈 21
例，好转 6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0%。（本文
原载于《家庭中医药》2004 年第 9 期第 50 页）

四联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25 例报告
郭会卿 吴振平
（河南省中医医院

自 2002~2004 年,作者采用四联疗法治疗急性
期腰椎间盘突出症 125 例,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总
结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125 例,男 67 例,女 58 例。年龄最小 19

郑州

李

沛

450002）

岁,最大 64 岁,平均 40.1 岁。病程最短 5 天,最长 23
天,平均 7.5 天。CT 检查示 L4、5 节段 60 例,L5、S1
节段 21 例,L3、4 节段 5 例,双间隙突出 30 例,3 间隙
突出或膨出者 9 例。左侧 42 例,右侧 44 例,双侧 9
例,中央型 30 例。有明显外伤史者 34 例,即往有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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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病史者 54 例,突然发病者 45 例,症状逐渐加重者
67 例。症状体征以腰痛为主者 44 例,以下肢放射
痛为主者 47 例,腰腿均疼痛者 34 例,椎旁有明显压
痛者 87 例,叩击痛明显者 77 例,脊柱侧弯者 67 例,
患侧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者 112 例,健侧直腿抬高试
验阳性者 12 例,有下肢麻木症状者 84 例,膝腱反射
异常者 43 例,跟腱反射异常者 23 例。
2 治疗方法
2.1 穴位注射疗法 药物:确炎舒松 A5ml(50mg)
加 2%利多卡因 5ml、生理盐水 10ml。取穴:腰阳
关、环跳、承山、三阴交、阿是穴。方法:选准穴
位,用 5ml 注射器针头刺入穴位,提插捻转得气后,
注入药物,每穴约 3ml,每周 1 次。
2.2 手法治疗 穴位注射后休息 20 分钟,作手法
治疗。第 1 步垫枕滚腰:病人取仰卧位,腰部垫一小
枕,双手抱膝成屈髋屈膝状,术者一手托病人头部,
一手按病人膝部,使病人在床上做滚动作 10 次,滚
动过程中各向左或右扭腰 3 次。第 2 步斜扳伸腿:
患者侧卧,术者一肘按其髂后上缘,一肘按其肩前,
两肘交错用力斜扳,再伸直下肢做腰髋过伸动作各
3 次,然后换体位做另一侧。第 3 步俯卧伸腰:患者
俯卧,一手按腰,一手将双下肢托起使腰部过伸,同
时摇晃 3 次。第 4 步直腿抬高:患者仰卧,作直腿抬
高 10 次,并将踝关节背伸 10 次。以上手法 1 周 1
次。
2.3 脱水疗法 用 5%葡萄糖注射液 500ml 加β 七叶皂甙钠 20mg,静脉点滴,每天 1 次,10 次为 1 个
疗程。
2.4 药物疗法 治法:活血化瘀、利水消肿、通络
止痛。药用腰痛宁胶囊(河北承德中药厂生产,批准
文号 ZZ-5483-北卫药准字(1995)第 080197),每次
3~4 粒,每天 1 次,黄酒加水冲服。迈之灵(德国礼达
大药厂生产,国内注册号 Z20030017)每次 2 粒,每
天 2 次,温开水送服。4 周为 1 个疗程。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评定标准 症状完全消失,直腿抬高试

验阴性,能恢复正常生活、工作者为治愈。症状大
部分消失,直腿抬高试验超过 70°,能恢复正常生
活、工作者为显效。症状部分消失,直腿抬高试验
显著改善,可担任较轻工作者为好转。症状无明显
减轻者为无效。
3.2 疗效评定结果 本组均于脱水 1 个疗程、穴
位注射和手法治疗 4 次、服药 1 个疗程后按上述
标准评定疗效,结果治愈 104 例,显效 6 例,好转 8
例,无效 7 例,治愈率 83.2%,总有效率 94.4%。治疗
过程中未发生异常情况。
4 讨 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期的治疗重点在于消除
神经根的炎症、水肿和粘连,四联疗法中静脉滴注
β -七叶皂甙钠和口服迈之灵可以直接消除神经
根部位的水肿,改善微循环;穴位注射确炎舒松 A
是类固醇激素,具有抗炎、消肿作用,能消除受压神
经根局部的炎症和水肿,抑制成纤维细胞增生,防
止粘连形成,阻断“压迫-水肿-压迫”的恶性循环;
利多卡因麻醉止痛,使腰部肌肉松弛,阻断“疼痛症挛-疼痛”的恶性循环;过伸、过屈和抟转可以改
变髓核与神经根的关系,松解神经根粘连;穴位封
闭后疼痛消失,痉挛缓解,更能充分发挥手法的止
痛作用。腰痛宁由马钱子粉(制)、土鳖虫、川牛膝、
全蝎、乳香、甘草等组成,具有温经通络,散瘀止痛
作用。适用于风寒湿痹阻和血瘀气滞之腰痛诸证。
药理实验显示对物理、化学、电刺激等因素
所致疼痛反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明显抑制和减
轻实验动物由二甲苯、蛋清及棉球所致的炎症反
应。迈之灵为马栗提取物,每片按无水七叶皂苷素
计算,相当于 30mg 三萜糖苷,能有效消除神经根水
肿。诸法合用,使突出物缩小,神经根压迫解除,从而
缓解腰腿痛症状。
（本文原载于《中医正骨》2005 年 11
月第 17 卷第 11 期第 42-43 页）

非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83 例疗效观察
吴庆波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医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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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于 2001~2005 年对已确诊的 83 例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采用非手术治疗,疗效满意,现报道
如下。
资料与方法
本组 83 例均为住院病例,其中男 48 例,女 35
例,年龄 19~67 岁,平均 43 岁;病程最长 12 年,最短
4 小时;均经 CT 或 MRI 检查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
或膨出,其中膨出型 31 例,突出型 36 例,其他 6 例。
83 例患者出现腰痛 72 例,坐骨神经痛 56 例,大小便
障碍 1 例;病史中有扭腰或外伤史者 74 例,其他 9
例。
一般治疗:卧硬板床休息,可减轻体重对椎间
盘的压力而减少病变椎间盘的继续损伤,一般急性
期患者应严格卧床,待症状好转后可在腰围保护下
适当起床活动;饮食以半流质软食为主,多进高纤
维素、易消化、营养丰富的食物,少食甜食,禁油腻,
以防腹胀及便秘;对感冒咳嗽病人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等。
药物治疗:口服芬必得、吲哚美辛、消炎痛、
氯唑沙宗等,同时加用腰痛宁胶囊静滴药物主要应
用 20%甘露醇、青霉素、加替沙星、脉络宁、香
丹注射液等,我们曾对 65 例急性期患者应用 20%
甘露醇、青霉素、脉络宁一组药物静滴治疗,效果
满意。总之,药物治疗有使髓核脱水回纳,消除炎性
水肿,促进损伤修复等作用。
骨盆牵引:采用仰卧式牵引床,进行阶段性持
续牵引,引力一般在 200~500N 之间,每次持续牵引
时间 15~30 分钟, 1~2 周为 1 个疗程。
其他疗法:封闭疗法 12 例,胶原酶溶解法 9 例,
手法推拿复位 11 例,针灸理疗 33 例。
疗效评定标准:①显效:腰痛、坐骨神经痛等症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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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缓解,体征消失;②有效:腰痛、坐骨神经痛基本
消失或部分消失,偶尔有轻微症状出现;③无效:腰
痛、坐骨神经痛无缓解或反复发作,症状体征无改
善。
结果
显效 35 例(42. 2% ),有效 42 例(50. 6% ),无效 6
例(7. 2% ),总有效率 92. 8%。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是指腰椎间盘发生退变
后,受到相应的损伤,慢性劳损或因着寒凉使韧带
和肌肉紧张促使椎间盘纤维环或软骨板破裂,髓核
突(膨)出到椎管内或椎间孔内,刺激或压迫腰脊神
经根引起的一系列腰腿痛症状 [1]。傅氏等[2]提出: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目标是解除突出压迫、缓
解症状、改善功能、恢复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治疗方法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
微创治疗及中医中药等。通过对我院收治的 83 例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分析,大多数腰椎间盘
突出症可经非手术疗法得到缓解和治愈,免除了手
术治疗的痛苦和并发症。但由于该病的病因病史
症状体征不同,加之腰部解剖结构复杂性,应依据
不同病情选择适应的治疗方式,一旦非手术治疗效
果不满意,应尽早采取手术治疗,以免走弯路,贻误
病情。
参考文献
1

雷光华,等,三维正脊牵引配合药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症.中医正骨, 2004, 16(2): 49
2

傅志俭,谢君田,宋文阁,等²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实

用疼痛学杂志, 2005, 4(1),2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区医师》2006 年第 19 期第 23 页）

腰痛宁治疗犬腰椎损伤
张红超

韩占强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河南洛阳 451450）

腰椎损伤是小动物临床常见病,多由摔跌、车
祸、重物打击和咬斗等原因引起。以往笔者应用
硝酸士的宁皮下或穴位注射治疗犬腰椎损伤,效果
较好。但该药治疗量与中毒量很接近,稍用大剂量
即可引起犬中毒甚至死亡。
自 2004 年以来,笔者试

用腰痛宁代替硝酸士的宁治疗犬腰椎损伤 29 例,
治愈 27 例,治愈率 93. 1%。现报道如下。
1 临床症状
轻症病例主要表现为弓腰缩腹,行动谨慎,跛
行或单肢拖地行走;损伤部位后段有轻微感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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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功能,能举尾摇摆和自主排粪、排尿。重症病
例主要表现为腰区疼痛,后躯麻痹,两后肢拖地行
走。深刺后躯有轻微痛觉,尾巴下垂,不能自主排粪
排尿。危重病例主要表现为腰区后段痛觉消失,体
温升高,拒食,肛门括约肌松弛,臀部污秽不堪。
2 诊断
诊断主要依据详尽的病史调查和临床检查,X
光片可有效帮助确诊。
3 治疗
药物使用河北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生产的腰
痛宁胶囊,规格为 0. 3 克/粒。按体重口服腰痛宁胶
囊 0. 05 克/千克,根据患犬服药后的反应逐渐增减
用量。若服药后犬表现兴奋不安,前肢刨地,喜饮凉
水等症状,表明用量过大,应减少该药用量。
选择百会、关后、阳关、命门、悬枢、委中

组穴,每穴注入穴位合剂 0. 3~0. 5 毫升。配方:氨苄
西林 0. 5 克,维生素 B1 注射液 1. 0 毫升(25 毫克),
复方当归注射液 2 毫升,维生素 B121. 0 毫升。
甲基泼尼松龙按体重 30 毫克/千克,糖盐水
100~150 亳升混合静注。以后甲基泼尼松龙按体
重 15 毫克/千克静注,连用 3 天停药。
护理:限制犬的活动,每天喂给易消化的食物
和清洁饮水。
临床中用腰痛宁治疗犬腰椎损伤 29 例,除有 2
例患犬因病情危重,治疗 3 天后效果不明显,畜主自
动放弃治疗外,其余 27 例均在 1 个月内痊愈。
（本
文原载于
《黑龙江畜牧兽医》
2006 年第 8 期第 115-116 页）

腰痛宁膏外贴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48 例
李海梅，刘芳兰，郭士强
（河北省邯郸县医院，河北邯郸 056005）

关键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腰痛宁膏;外治法
中图分类号:R684.3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 一 978X(2009)06 一 0028 一 01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
发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于 2008 年 2 月一 2009
年 2 月间，笔者采用腰痛宁膏外贴治疗膝关节骨
性关节炎 48 例，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共 48 例，男 20 例，女 28 例;年龄 40 岁
~49 岁 4 例，50 岁~59 岁 35 例，60 岁以上 9 例，
平均 57 岁;病程最短 5d，最长 3a，平均 4 个月;
发病关节:左膝 28 例，右膝 16 例，双膝 4 例;膝关
节积液 8 例。
1.2 诊断标准
参照 1995 年美国风湿病协会修订的有关膝部
关节炎诊断标准评定。①疼痛:活动时或活动后膝
关节疼痛，以夜晚为甚，甚至可发生持续性疼痛;
②关节肥大、肿胀，部分患者有关节积液，股四
头肌不同程度萎缩;③功能障碍:关节伸屈不灵活，

早晨起床后或久坐立时最明显，经活动片刻后自
动消失，活动过久又感不适，关节功能不同程度
受限，但无强直;④压痛:髌骨内外上缘有压痛;⑤
骨摩擦感:医者以手掌压住髌骨，令患者伸屈膝关
节可感到髌骨下不平滑和有摩擦感;⑥X 线摄片可
见膝关节间隙变窄，关节面不规则，有边缘性骨
刺形成，髁间棘尖锐，部分患者关节内有游离体;
⑦实验室检查:血沉正常，抗链“O”不高，类风
湿因子阴性，关节液为非炎性。
2 治疗方法
在患膝关节伸屈时找出压痛明显的痛点，视
患部大小，冬季冷时用塑料布作衬布保暖保湿，
夏季热时用粗布作衬布保暖吸湿，以超过患部
1cm 为宜;然后将 10 粒腰痛宁胶囊(承德颈复康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批号:080212)囊内药粉和适
量的凡士林调成稠糊状涂在衬布上敷以 2mm 一
3mm 厚(腰痛宁膏)，贴患处并用绷带扎紧，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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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宁膏性状判定敷贴时间，
一般 3d~5d 换药 1 次，
连续用 1 个月为 l 疗程。
3 疗效分析
3.1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判定。
治愈:症状全部消失，关节功能恢复正常;显效:全
部症状消失或主要症状消失，关节功能基本恢复
正常，能参加正常工作和劳动;有效:主要症状基本
消失，主要关节功能基本恢复或有明显进步，生
活不能自理转为能自理，或失去工作或劳动能力
转为工作或劳动能力有所恢复;无效:治疗前后比
较各方面均无改善。
3.2 治疗结果
全部患者经治疗 1 个疗程统计疗效。结果:治
愈 22 例(占 45.83%)，显效 23 例(占 47.92%)，有
效 2 例(占 4.17%)，无效 1 例(占 2.08%)，因局部
严重水泡而终止，总有效率 97.92%。
4 典型病例
申 x，女，63，农民。自述:右膝疼痛 7 个月，
下蹲站立时疼痛加重，劳累时痛甚。查体:右胫骨
内外侧髁压痛明显(++)。X 线摄片示: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曾行激素封闭、小针刀术，口服扶他林
片、芬必得胶囊等西药治疗半年余，疗效不佳。
遂外贴腰痛宁膏治疗，8 贴后痊愈。随访至今未复
发。
5 讨论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与体重、年龄、环
境、工作等有关，本病是一种以关节软骨退行性
变为核心，累及骨质并包括滑膜、关节囊及关节

²141²

其他结构的慢性炎症 [1]。在中医学属“骨痹”范
畴，老年人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膝为筋
之府，肝肾亏则筋骨不健，卫处不固，膝关节稍
有劳损，创伤或风寒湿邪侵袭，则局部寒湿凝滞，
气血痹阻而发病[2]。腰痛宁胶囊以马钱子通络散
结、消肿止痛为君;配以全蝎、僵蚕息风通络;乳香
行气以活血，伸筋通络而止痛，没药散疲而活血，
消肿定痛为臣;苍术、麻黄温经通络以除湿邪为佐;
牛膝引药下行，甘草调和诸药，并制马钱子之烈
性为使。君药马钱子“开道经络、透达关节之力
远胜于他药”，药理学认为，马钱子对凋亡状态下
软骨细胞合成代谢功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3]。本
药方外用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简单、方便，
疗效持久，降低了毒性，扩大了用药范围，值得
基层推广。
参考文献:
[1]

宁显明，樊粤光，徐传毅，等，补肾中药对膝关节炎

软骨 TGF 一 B1 表达的影响[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2004，
12(1):36.
[2]

杨小林，镇痛液局部注射配合二七膏外贴治疗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 56 例[J].中医外治杂志，2008，17(1):8 一 9.
[3]

张梅，李平，陈朝晖，等，马钱子对凋亡状态下软骨

细胞合成代谢功能的影响[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04，
12(1):10.
(本文原载于《中医外科杂志》2009 年第 18 卷第 6 期第
28 页)

腰痛宁胶囊加微波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99 例
张知民
（新疆兵团农五师九十团医院

833409）

【摘要】 目的 口服腰痛宁胶囊加微波局部理疗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疗效。方法 绝对卧硬板床2周，每天睡
时腰痛宁胶囊4粒，兑服少量黄酒口服，同时应用深圳产OKW—I型微波治疗仪，以腰椎间盘突出间隙为中心给予
局部微波治疗20 min。结果 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直腿抬高试验正常，腰部及臀部下肢无不适感，能从事正常工
作者72例。临床症状好转，能适当的从事工作者22例。症状及体征加重，无治疗效果5例，最后行手术治疗。结论 治
疗仪治疗时间短，消肿、止痛效果好，无禁忌证，配合口服腰痛宁胶囊及卧硬板床、腰背肌功能锻炼等，起到相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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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作用。该治疗方法简单有效，经济适用，患者乐于接受，特别适合基层患者。

【关键词】 腰痛宁胶囊；OKW—I型微波治疗仪；腰椎间盘突出症
笔者所在医院近几年来采用口服腰痛宁胶囊

症，反复发作，久治不愈[2]。而中医则认为是腰

加微波局部理疗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99例患者，

部筋骨损伤无力固定髓核致脱出，压迫经脉，气

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血运行受阻，瘀血内生。病程日久，劳累、感受

1 临床资料

风寒湿邪而诱发或加重。腰痛宁胶囊具有活血通
络、祛散风寒湿邪的功效[3]，主要用于腰腿痛的

用99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其中男48例，
年龄在55~26岁，女51例，年龄在50~22岁。病程2

治疗。OKW—I型微波治疗仪为场效应微波治疗仪，

d至13年，7 d至8年病程占70％，所有病例均行CT

其产生的电磁波频率为2450 MHz。穿透力强，且

扫描确定诊断，突出部位均在L3-5与S1处。

深达16cm，对深层组织疾病治疗效果较好，直接

2 治疗方法

作用于腰椎深层椎间隙软组织，使血管通透性增

急性期绝对卧硬板床2周，每天睡时腰痛宁胶

加，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局部组织的营养，加速

囊4粒兑服少量黄酒口服，1个月为一个疗程。同

病理产物和炎症产物的吸收，增强组织的再生及

时应用深圳产OKW—I型微波治疗仪，以腰椎间盘

修复能力，因而起到消炎、降低肌张力及镇痛的

突出间隙为中心给予局部微波治疗20 min，2次／

作用[4]。该治疗仪起到了活血、消肿、止痛、抗

d，仪器距患者病灶部位10 cm，工作强度为五一

炎及组织修复等治疗的目的，治疗时间短，消肿、

八档强度，一般以患者感受温热舒适为宜，10次

止痛效果好，无禁忌证，配合口服腰痛宁胶囊及

为一疗程，休息l周，再行微波治疗1个疗程，治

卧硬板床、腰背肌功能锻炼等，起到相辅的治疗

疗期间避免重体力劳动，渐进式进行腰背肌功能

作用。该治疗方法简单有效，经济适用，患者乐

锻炼。

于接受，特别适合基层患者。

3 疗效观察

参考文献

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直腿抬高试验正常，

[1]

赖世兴．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89例．中国

腰部及臀部下肢无不适感，能从事正常工作者72

中医急症，2002,1(11)：64．

例。临床症状好转，能适当的从事工作者22例。

[2]

症状及体征加重，无治疗效果5例，最后行手术治

症158例疗效观察．实用新医学杂志，2000，6(2)：523．

疗。

[3]

4 体会

例临床研究．中国医学理论与实践，2003，8：1096．

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是由于椎间盘发生退行

[4]

性病变或椎间盘发育缺陷，导致腰椎问盘纤维环
[1]

陈连发．微机控制间歇牵引并微波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李伟，朱翠珍．腰痛宁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45

蒋小燕，周淑华，王倩．牵引加微波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疗效评价．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02，10(24)：

薄弱，髓核冲破纤维环而向侧后方膨出或突出 ，

584．（本文原载于《中国医学创新》2009年8月第6卷第

压迫神经根及相邻组织，造成局部组织无菌性炎

24期第147页）

腰痛宁与七叶皂苷钠
联合应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0 例
雷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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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穆村镇中心卫生院

山西

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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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宁；七叶皂苷钠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因椎间盘变性，纤维环破
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表

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
3.2

现的一种综合症，主要以腰痛，一侧下肢放射痛

疗效观察
30 例病例治疗后痊愈 20 例，显效 6 例，有效

为主要症状，解除突出对神经的压迫是治疗的根

4 例，总有效率为 100%。

本。自 2009 年 1 月以来，我院采用腰痛宁胶囊口

4 结论

服联合静脉滴注七叶皂苷钠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痛宁主药马钱子内含士的宁，具有兴奋脊

30 例，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髓的反射机能，并能提高大脑皮质感觉中枢的机

1 临床资料

能；解痉肌松，药物组成中的僵蚕、全蝎具有祛

30 例病例均为我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其中男

风解痉的功效；活血化瘀，乳香、没药、土鳖虫、

25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46 岁。全部病例均经

牛膝均有活血化瘀、消肿定痛之功效；消炎止痛，

CT 检查确诊，
临床症状分 3 种类型，
腰腿痛较轻，

实验研究僵蚕蛹对金葡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

腰部叩击痛，放射痛明显，一侧下肢麻木，酸痛，

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七叶皂苷钠为抗渗出和增

以膨出多见；腰痛重，于咳嗽时下肢有传导；呈

加静脉张力药，具有消肿、抗炎和改善血液循环

急性，强迫体位，疼痛剧烈，以突出神经压迫多

的作用。中医认为本病的形成原因主要为肝肾亏

见，多数病例卧床，生活尚可自理。

损，感受外邪，慢性劳损，跌扑闪挫等。两药合

2 治疗方法

用可以起到抗炎脱水，使病变周围的粘连、渗出

30 例病例均采用口服腰痛宁胶囊，每次服 4

等无菌性炎症消除，使突出的组织和挤压的神经

粒，1 次/d，15 d 为 1 个疗程，辅以七叶皂苷钠

根水肿脱水、萎缩，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和刺激，

20 mg 加入到 5％葡萄糖 250 mL 静脉滴注 7 d。

并且药物中有些成分能使脊椎周边肌肉、韧带紧

3 结果

张性增加。整合脊椎，利于突出的椎间盘还纳。

3.1 疗效标准

总之，腰痛宁联合七叶皂苷钠治疗腰椎间盘

痊愈：服药后第 4 天症状缓解，出院时症状

突出症近期疗效确切，无明显不良反应，值得临

体征消失。显效：服药后 1 w 症状体征有明显改

床推广应用。
（本文原载于《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

善。有效：住院 1 w 后症状体征有缓解。无效：

年第 11 卷第 4 期第 49 页）

中药腰痛宁胶囊治疗类风湿节炎疗效观察
黄展新 1 龙凤强 2
(1 广东省五华县中医医院内科,广东五华

514400; 2 广东省五华县安流人民医院, 广东五华 514437)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腰痛宁胶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方法:全部病例应用具有温经散寒、活血通络、
消肿止痛作用的中药胶囊治疗包括腰痛症状在内的类风湿性关节。结果:治疗后有效率达 96.5%,有明显效果。结论:
中药腰痛宁胶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疗效满意值得推广。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中药腰痛宁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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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是一种

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由川乌、草乌、威灵仙、

以关节滑膜炎为特征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

桑寄生等中药组成),每袋装原生药 10g。第 1 个月

[1-2]

病

。滑膜炎持久反复发作,可导致关节内软骨和

时,两组每天分别服药 2 次,每次服中药腰痛宁胶囊

骨的破坏,关节功能障碍,甚至残废。血管炎病变累

3 粒,或尪痹冲剂 20g 均为早餐后 30 min、晚睡前

及全身各个器官,故本病又称为类风湿病。类风湿

30 min 服。第 2 个月时,仍为 2 次/d,早服中药腰痛

性关节炎又称类风湿(RA),是一种病因尚未明了

宁胶囊 4 粒,尪痹冲剂 10 g;晚服中药腰痛宁胶囊仍

的慢性全身性炎症性疾病,以慢性、对称性、多滑

为 3 粒,尪痹冲剂 10 g。第 3 个月时,体质较好、能

膜关节炎和关节外病变为主要临床表现,属于自身

耐受、无任何不良反应、病情亦需要继续服药的

免疫炎性疾病。该病好发于手、腕、足等小关节,

患者,每天服药改为 3 次,每 8 小时 1 次,早 7 时内服

反复发作,呈对称分布。早期有关节红肿热痛和功

中药腰痛宁胶囊 3 粒,尪痹冲剂 20 g;下午 3 时服腰

能障碍,晚期关节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僵硬畸形,并

痛宁胶囊 3 粒,尪痹冲剂 20g;晚 11 时服中药腰痛宁

伴有骨和骨骼肌的萎缩,极易致残。从病理改变的

胶囊 2 粒;尪痹冲剂 10 g。其余 1/3 的病例按第 2

角度来看,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主要累及关节滑

个月时的方法服药。每次均用黄酒兑少量温开水

膜(以后可波及到关节软骨、骨组织、关节韧带和

于食后送服药物。均 3 个月为 1 个疗程。采用双

肌键),其次为浆膜、心、肺及眼等结缔组织的广泛

盲双模拟法,分别将治疗药与对照药进行统一包装,

性炎症性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全身性表现除

外形、颜色统一,分别命名为风湿 I 号,风湿 II 号,

关节病变外,还有发热、疲乏无力、心包炎、皮下

试验结果全部临床资料统计后再揭盲。用药期间

结节、胸膜炎、动脉炎、周围神经病变等。广义

禁用激素及其他一切中西药、理疗、针灸等治疗。

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除关节部位的炎症病变外,还包

2

括全身的广泛性病变。类风湿的概念须与风湿相

2.1

区别。2006 年~2008 年,我们应用具有温经散寒、

状全部消失,功能活动恢复正常,主要理化检查指

活血通络、消肿止痛作用的中药腰痛宁胶囊治疗

标基本正常。显效:全部症状或主要症状消除,关节

包括腰痛症状在内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46 例,取得

功能基本恢复,能参加正常工作和劳动,理化检查

了满意的效果,兹将临床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指标基本正常。有效:主要症状基本消失,主要关节

1 资料与方法

功能基本恢复或明显进步,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失

结果
疗效标准:根据相关文献拟定。临床治愈:症

一般资料: 46 例患者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去工作和劳动能力转为劳动和工作能力有所恢复,

1987 年制订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断标准。上述病

主要检查指标有所改善。无效:和治疗前相比较,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腰痛宁胶囊内服治疗

各方面均无进步。

组(简称治疗组)29 例,门诊 19 例,住院 10 例;男 10

2.2 两组临床总疗效比较:治疗组 29 例,临床治愈 8

例,女 19 例;年龄 16~69 岁,平均(43.91±3.77)年。

例(27.58% ),显效 8 例(27.58% ),有效 12 例(55.1% ),

对照组 17 例,门诊 10 例,住院 7 例;男 7 例,女 10 例,

无效 1 例(0.34% ),总有效率 96.5%。对照组 17 例,

年龄 17~66 岁,平均(42.91±10.78)岁;病程 3 周~21

临床治愈 3 例(17.6% ),显效 4 例(23.5% ),有效 9 例

年 , 平 均 (3.61 ± 3.55)年 。 两 组 资 料 具 有 可 比 性

(52.9% ),无效 2 例(11.76% ),总有效率(88.2% )。两

(P>0.05)。

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1

1.2

治疗及观察方法:治疗方法:治疗组口服“山

3

讨论

庄牌”中药腰痛宁胶囊(承德中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炎性全身反复发

司研制。由马钱子粉调制,乳香、没药、甘草等中

作性的难治疾病,由于其发病原因尚不明了,不仅

药组成,内容物为黄褐色粉末,气微香、味微苦),每

出现关节病变还可出现全身多系统受损,病情表现

粒含有效成分 0.3g。对照组口服尪痹冲剂(广西康

形式及患者个体之间差异较大,病情发作与缓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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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进行,致残率高,现代医学认为本病是免疫系统

始,逐渐递增,依据个体的差异性、耐受性、病情的

调节紊乱所致的炎性反应性疾病,属结缔组织病,

需要性,最后用到既能耐受,又有明显效果的理想

基因和环境等多因素控制着炎性反应的过程、范

状况,从而在临床上科学合理、有效地掌握其用法

围和类型。所以目前无论西医或是中医,均无法用

与用量。

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案统治该病。中药腰痛宁胶囊

4

是由制马钱子、乳香、没药、甘草等药组成,其他

[1]

保密部分也应是在疏散寒邪、温经通络、消肿止

可改善特异性[N].中国医学论坛报, 2009.

痛类药的范围。方中马钱子苦寒有大毒,有较强的

[2]

开通经络、透达关节、散寒除湿、消肿止痛的作

标准的现状与评价[J].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9, 27(9): 1879.

用;对于寒邪深伏、疼痛剧烈的风湿顽痹有奇特的

[3]

功效。乳香、没药辛散苦降温通,芳香走窜,内通脏

察[J].中医药导报, 2009, 14(1): 47.

腑,外达经络,活血止痛,消肿生肌;对于顽痹之气滞

[4]

血瘀,消除病变之充血水肿独奏奇功。甘草缓急止

杂志, 2009, 39(5): 82.（本文原载于《吉林医学》2010 年 4

痛,协调药性。诸药共奏温经散寒、活血通络、消

月第 31 卷第 11 期第 1466-1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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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突出症是指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和髓

腿外侧及足背、足底针刺、麻木样感觉障碍，喷

核组织突出，压迫和刺激脊髓或神经根所引起腰

嚏、咳嗽、排便时疼痛可加剧。直腿抬高、屈颈、

背、下肢疼痛或麻木。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伤科

颈静脉压迫、仰卧挺腹等试验有 3 项以上阳性。

和推拿科最常见病之一，约 1/5 腰腿痛患者患腰

影像学改变与临床表现相对应

椎间盘突出症

【1】

。2005－05—2008－12，笔者应

1.3

［2］

。

治疗方法

用腰痛宁胶囊配合推拿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3.1

40 例，结果如下。

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13020898)4～6 粒，

1 资料与方法

每日 1 次睡前 30 min 黄酒冲少量温开水送服。

1.1 一般资料 本组 40 例均为本院骨科门诊患

1.3.2 手法治疗 预备手法:患者俯卧，在患者腰

者，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最大 61 岁，最小 22

臀及下肢，用轻、按法施治，放松肌肉后，重

岁;病程最长 8 年，最短 5 d;X 线检查 18 例，CT

点刺激患椎旁压痛点，取气海俞、大肠俞、腰眼、

检查 32 例;单侧下肢受累 30 例，双侧 10 例。

环跳、委中、阳陵泉、足三里、承山、昆仑穴。

腰痛宁胶囊(承德颈复康药

临床表现:有数日或数年程度轻

反复牵拉患肢后，双手有节奏的按压腰部。患者

重不同的腰痛症状，有坐骨神经痛症状或伴有小

仰卧，用揉、拿法在患肢施术，并点按相关穴位，

1.2

诊断标准

中成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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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分别屈膝、屈髋被动牵拉骨盆。用腰部斜板

全蝎、僵蚕通络止痛，羌活、苍术祛湿散寒，乳

法(先患肢在上，后健侧在上)各行 1 次，旋转复位

香、没药、川牛膝活血化瘀，甘草调和营卫。诸

法或背法，后拍打腰部及下肢结束。

药合用，具有散寒祛湿、宣通经络、调和气血的

1.4 疗效标准 痊愈:腰腿痛消失，直腿抬高＞

功能，能消肿止痛，解除肌肉、韧带痉挛，减少

70°，能恢复工作；有效:腰腿痛减轻，直腿抬高

对血管、神经的压迫，从根本上解除病因。配合

＞60°，腰部活动功能改善；无效:症状、体征无

推拿治疗可以促进局部组织代谢，理顺筋络，改

［2］

变和调整神经根及其邻近组织之间的关系，恢复

2 结果

正常解剖结构，扩大椎间隙，松解软组织粘连，

改善

。

本组 40 例中，痊愈 25 例(62．5%)，有效 10

有利于已突出的髓核组织消肿和回缩。腰痛宁胶

例(25．0%)，无效 5 例(12．5%)，总有效率 87．5%。

囊配合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能收到较好的疗

3 讨论

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腰椎间盘突出症大多数采用非手术治疗，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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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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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舒筋活络、活血散瘀、松解粘连、

（本文原载于《河北中医》2010 年 6 月第 32 卷第 6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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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腰腿痛药酒方加腰痛宁及布洛芬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方法: 56 例用腰痛宁胶囊
4 粒加 1 支酒,每晚睡前服 1 次;布洛芬片 0.1g,每日 3 次,饭后服;后用腰腿痛药酒 10mL 口服,每日 3 次, 4 周为一疗程,
辅以平卧硬板床、骨盆牵引等治疗。结果:优 26 例,良 28 例,差 2 例,总有效率 96. 4%。结论:自拟腰腿痛药酒加腰痛
宁胶囊及布洛芬治疗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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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8 年,我们自拟腰腿痛药酒方加中成

查示 L4~L5 椎间盘突出 17 例,L5~S1 椎间盘突出 13

药腰痛宁及西药布洛芬胶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例, L4~L5、L5~S1 两节段椎间盘突出 21 例,L3~L4、

56 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L4~L5、L5~S1 三节段椎间盘突出 5 例;突出程度最

1 临床资料

小 3mm,最大 7mm;中央型 20 例,右侧后型 19 例,

56 例中,均为我院外科门诊患者。男 35 例、
女 21 例,年龄 19~60 岁,病程 3 个月~6 年。CT 检

左侧后型 17 例;有 5 例伴有后纵韧带与突出的髓
核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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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疗效评定标准。优:腰腿痛消失,直腿抬高

突出症的诊断依据标准。①有腰部外伤、慢性劳

试验 70°以上,能恢复原工作。良:腰腿痛减轻,腰

损或受寒湿史,发病前往往有慢性腰痛史。②常发

部活动功能改善。差:症状、体征无改善。

生于青壮年。③腰痛向臀部及下肢放射,腹压增加

4

治疗结果
治疗 3 个疗程,优 26 例,良 28 例,差 2 例,总有

(如咳嗽、喷嚏)时疼痛加重。④脊柱侧弯,腰生理
孤度消失,病变部位椎旁有压痛,并向下肢放射,腰

效率 96.4%。

活动受限。⑤下肢受累神经支配区有感觉过敏或

5

讨论

迟钝,病程长者可出现肌肉萎缩。直腿抬高或加强

椎间盘突出症多因急性腰部闪、挫伤或长期

试验阳性,膝、跟腱反射减弱或消失,拇趾背伸力减

不正确的姿势、不协调的动作,使腰椎间盘长期受

弱。⑥CT 检查可显示椎间盘突出的部位及程度。

力失衡,造成纤维环局部的应力积累,进而弹性疲

2 治疗方法

劳、逐层破损、髓核外移而成突出、压迫脊髓或

药物:①自拟腰腿痛药酒:独活 20g,桑寄生 15g,

神经所致。突出的椎间盘及髓核直接或间接压迫

秦艽 10g,防风 10g,细辛 10g,当归 10g,川芎 10g,赤

周围脂肪结缔组织及神经根,造成局部循环障碍而

芍 10g,桂枝 10g,茯苓 15g,杜仲 15g,牛膝 15g,威灵

发生炎性水肿,引起腰及下肢麻木疼痛。随着压迫

仙 12g,白芍 60g,木瓜 10g,白芷 10g,鸡血藤 15g,狗

的不断增大和炎性水肿的反复发作,使局部组织粘

脊 15g,苍术 10g,黄柏 10g,乌梢蛇 20g,三七 20g,姜

连,进而神经根营养障碍,局部致痛物质的不断产

黄 12g,苏木 12g,泽兰 12g,乳香 10g,没药 10g,桃仁

生,使腰腿麻痛进一步加重。

10g,红花 10g,海桐皮 15g,路路通 15g,全蝎 10g,土鳖

中医认为,腰部长期劳损必耗伤肝肾、损伤气

虫 10g,续断 15g,补骨脂 15g,川乌 10g,草乌 10g,一

血,使腰府空虚、筋骨经脉失养,风、寒、湿邪乘虚

支蒿 10g。②腰痛宁(河北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

而入,痹阻经脉、凝滞气血,久之痰浊瘀相搏结,致经

限公司生产)。③布洛芬片(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

脉气血瘀阻不通,故腰腿痛缠绵难愈。

公司生产)。

慢性腰椎间盘突出症为本虚标实之证,所以治

序 贯 疗 法 :① 先 将 药 酒 以 本 地 包 谷 酒 (45%

疗当以治本为主兼以治标。腰腿痛药酒方中桑寄

~55% )或高粱酒 5kg 浸泡 10 天。在未泡好之前,

生、杜仲、牛膝、狗脊、续断、补骨脂、鸡血藤

以腰痛宁胶囊 4 粒加 1 支酒,每晚睡前服 1 次;布洛

补益肝肾、补养气血、强壮腰府,川芎、赤芍、桃

芬片 0.1g,每日 3 次,饭后服。待药酒泡好之后,改为

仁、红花、三七、路路通、苏木、姜黄、泽兰活

口服药酒,每次 10mL,每日 3 次,4 周为一疗程。②

血化瘀,独活、川乌、草乌、一支蒿、桂枝、细辛、

平卧硬板床 2~4 周,治疗期间忌负重或弯腰用力等。

苍术、黄柏、木瓜、茯苓、秦艽、威灵仙、木瓜

③下肢疼痛较重者,配合骨盆牵引,牵引重量为体

袪风、活络、散寒、除湿,全蝎、土鳖虫、乌梢蛇

重的 1/7~1/10,每日 2 次,每次 1h,牵引后症状改变

搜风散瘀止痛,白芍伍木瓜柔筋缓急之痛,酒可增

不明显者适当增加牵引重量,以每侧每次增加 1kg

强活血之力。药酒用在腰痛宁、布洛芬治疗之后,

为宜,直至牵引后症状有改善为度,1 0 天为一疗程。

前后连贯,循序渐进,缓以图之,可使亏虚之肝肾得

因药酒中川乌、草乌、一支蒿等有毒性。开

补,痹阻之经络得通。骨盆牵引能有效地松弛腰部

始服用时应少量,以试探是否有无不适,且孕妇忌

肌肉、韧带痉挛,松解神经根周围组织粘连,增加局

服,月经期停服,高血压、消化性溃疡病史者慎服。

部血液供应,促进局部无菌性炎症消除,降低椎管

为巩固疗效,要注意矫正不正确的工作姿势,避免

压力,恢复椎间盘弹性。

负重和劳累,同时要加强腰功能锻炼。
3 疗效标准
依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腰椎间盘

用腰腿痛药酒加腰痛宁胶囊及布洛芬序贯治
疗,疗效确切,方法简便。（本文原载于《实用中医药杂
志》2010 年 10 月第 26 卷第 10 期第 69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