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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盂肾炎(CPN)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肾盂和肾实

10 g,川牛膝 15 g,丹参 10 g,车前子 20 g,白花蛇舌草 30 g,

质炎症,好发于女性,尤其是老年妇女患病率较高,具有反复发

土茯苓 15 g,蒲公英 15 g。血尿明显加白茅根 30 g、小蓟 15 g；

作、迁延不愈的特点。迄今临床治疗效果欠佳。笔者在常规西

腰痛明显加杜仲 15 g、狗脊 20 g；尿频尿急加益智仁 15 g、

医治疗基础上加用肾愈汤治疗 CPN 取得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

桑螵蛸 15 g；尿痛明显加生大黄 6 g、桃仁 15 g。每日 1 剂,

下。

水煎分两次服。疗程为 4 周。

1

1.4

资料与方法

1.1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尿β2 微球蛋白(尿β2-MG)、血β2 微球蛋白

诊断标准
[1]

全部患者符合慢性肾盂肾炎诊断标准 ,血肌酐(SCr)<

(血β2-MG)、血尿素氨(BUN)、SCr、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尿

250 mmol/L；临床主要表现均有不同程度的排尿不适、腰部酸

培养加药敏、尿常规、补体 C3、免疫球蛋白 IgA、IgG、IgM 的变

胀不适、易疲劳、夜尿增多；若为复发患者则有发热(T>38 ℃)、

化情况。

腰痛及尿道刺激征加重、肾区叩击痛；尿致病菌培养菌属主要

1.5

1.2

随访方法
每月复查尿常规和尿培养 1 次,随访 1 年。

为大肠杆菌、大肠埃希氏菌、变形杆菌、绿脓杆菌。
1.6

病例分组

疗效标准

选择 2003 年 12 月－2007 年 3 月在本院诊治的 CPN 患者

按 1985 年第二次全国肾脏病学术会议讨论通过的“尿路

110 例,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60 例,男 18 例,女 42 例；年龄

感染疗效判断标准”。痊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

19～69 岁,平均 40.6 岁；病程 3～9 年,平均 5.3 年；其中复

尿常规正常或接近正常,尿菌阴性；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减

发者 29 例。对照组 50 例,男 11 例,女 39 例；年龄 21～65 岁,

轻,尿常规显著改善,尿培养偶有阳性；无效：症状及尿检改善

平均 41.7 岁；病程 3.6～8.9 年,平均 5.2 年；其中复发者 22

不明显,尿菌定量检查仍阳性,或于第 2、6 周复查时尿菌为阳

例。2 组病例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P >0.05),具有

性,且为同一菌种。

可比性。

1.7

1.3

统计学方法
2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χ 检验。

治疗方法
对照组：抗生素治疗在一般情况下使用长疗程(1.5 年)、

低剂量抑菌治疗,而在复发时按药敏选择用药,主要选用青霉
素、头孢菌素、喹诺酮类、氨基甙类抗生素,视患者具体情况
单用或联合用药。疗程为 4 周。
治疗组：抗生素用法同对照组,同时给予肾愈汤加减治疗。
方药：生地黄 15 g,山茱萸 15 g,山药 15 g,泽兰 10 g,赤芍

2

结果(见表 1～表 3)
表 1 2 组患者临床疗效及复发情况比较(例)
组别

n

痊愈

治疗组

60

43

14

3

对照组

50

20

18

12

有效

*

*

无效

1 年复发

*

*

9

16

注：与对照组比较,*P <0.01

—

表 2 2 组患者治疗前后肾功能比较(x±s)
组别

时间

n

BUN(mmol/L)

治疗组

治疗前

60

9.42±1.16

治疗后

60

6.82±0.69

治疗前

50

9.37±1.32

对照组

治疗后

50

8.22±0.79

SCr(mmol/L)
188.15±29.46

△▲

109.39±13.68
181.87±28.83

△

198.56±33.48

△▲

CCr(mL/min)

尿β2-MG(µg/L)

血β2-MG(µg/L)

66.8±15.1

238.8±38.4

2 467.8±418.4

86.9±30.1

△▲

140.6±23.4

66.4±13.1

△▲▲

226.5±39.8

55.6±10.9

290.2±25.3

1 713.4±308.2

△▲▲

2 378.8±429.8
△

2 798.5±472.5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P <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0.05,▲▲P <0.01(下同)
—

表 3 2 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变化比较(x±s)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时间

n

C3(IU/mL)

IgA(mg/L)

治疗前

60

0.219±0.006

治疗后

60

0.284±0.007

治疗前

50

0.208±0.005

治疗后

50

0.262±0.008

△▲

△

87.3±12.9

IgG(mg/L)

IgM(mg/L)

85.2±14.6

136.5±31.4

△▲

126.8±22.5

△

101.3±16.9

123.1±20.5
88.3±14.5

△▲

87.2±14.9

100.9±17.9

△△▲▲

241.6±43.8
139.4±23.9

△

△

154.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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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6 年,笔者自拟苦柏汤治疗结节性红斑 37 例,效
果显著,现总结如下。
1

反复出现双下肢红斑,服用强的松片,每日 5 mg,已用 1 年。
1.3

临床资料

1.1

实验室检查
本组病例治疗前后均接受血常规、抗链球菌溶血素“O”、

类风湿因子(RF)、C 反应蛋白(CRP)、C3、C4、IgA、IgM、IgG

一般情况
本组 37 例均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其中女性 36 例,男性 1

等实验室检查。治疗前有 1 项异常者 7 例,2 项异常者 23 例,3

例；年龄 16～47 岁,平均 27.6 岁；首次发病者 30 例,反复发

项异常者 7 例。

作者 7 例；病程最短 10 d,最长 23 年。

2

1.2

治疗方法
自拟苦柏汤加减化裁。基本方：苦参 15～30 g,黄柏 12 g,

临床表现
37 例患者均在胫骨两侧出现结节,结节开始色鲜红,1 周

薏苡仁 30 g,苍术 10 g,生地黄 15 g,玄参 12 g,丹参 15 g,麦

左右逐渐变成黯红色,界限清楚、压痛明显、不破溃、愈后不

冬 10 g,川牛膝 30 g。若表证明显者加金银花 30 g,连翘、荆

留疤痕；结节数目几个至数十个,为花生米至核桃大小圆形或

芥各 10 g；骨节酸痛者加赤芍、威灵仙各 15 g；下肢肿甚者

椭圆形皮下硬结,有时几个结节融合在一起,或对称性分布。其

加防己 10 g、赤小豆 12 g、冬瓜皮 18 g；若湿热重者,加豨

中 17 例在小腿屈侧、大腿伸侧远端出现结节；1 例同时在两

莶草 10 g、木瓜 30 g、萆薢 10 g,以祛湿热、强筋骨；若下

侧上肢、大腿、躯干、颜面出现结节；1 例男性患者,反复出

部湿疮,可加赤小豆、土茯苓各 30 g；结节疼痛明显加乳香、

现双下肢结节 23 年,就诊时左下肢结节连成片,皮肤色黯红,肿

没药、香附各 6 g；关节痛加威灵仙、独活、泽兰各 10 g；水

胀,疼痛,功能受限,就诊时已在外院服用中草药 30 余剂；1 例

肿明显加车前子 10 g、益母草 15 g；纳呆、呕恶、舌苔黄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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