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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以中轴关

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24 例和对照组 20 例。2 组患者在年龄、

节慢性炎症为主要病变、原因不明的全身性疾病,其原发病理

性别、病程和附着点炎受累个数、疼痛指数比较,差异无统

部位在附着点,即肌腱、韧带囊嵌入骨质处。临床上,很多 AS

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患者附着点炎引起的局部疼痛非常顽固,严重影响 AS 患者的

1.3

治疗方法
观察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加局部注射正清风痛宁(湖南正

活动功能。近年来,笔者应用正清风痛宁局部注射治疗 AS 附着
点炎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家准字：ZA3020279)。常规

1

药物治疗包括口服美洛昔康片,7.5 mg,1 次/d；柳氮磺氨吡

1.1

资料与方法
纳入与排除标准

啶,0.75 g,2 次/d。附着点局部注射正清风痛宁方法：用 5 mL

纳入标准：①符合 1984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修订的纽约标

口腔科注射器先将正清风痛宁注射液 35 mg(首次应用时剂量用

准；②患者附着点炎局部有明显的红肿热痛或明显的疼痛和压

25 mg)与 2%利多卡因 1.5 mL 充分混匀,备用。患者根据不同部

痛；③患者均知情同意。

位采取适当体位,首先扪准患者附着点最疼痛部位,定位为穿

排除标准：①局部有感染；②凝血功能障碍；③有药物过

刺点,左手拇指和食指绷紧痛处皮肤,皮肤消毒,5 mL 注射器垂

敏史者。

直进针到达骨膜,然后退出少许针头,回抽没有出血,呈圆锥形

1.2

改变注射方向,根据患者疼痛的部位和范围注入药液,最大用

一般资料
纳入观察对象 44 例,为 2005 年 3 月－2008 年 3 月本院风

量为 3 mL。拔出穿刺针后,患者须留观 15 min,如部位较多,

湿科门诊以附着点炎引起局部疼痛为主症的 AS 患者。男 38

可在 1 h 后进行第 2 次注射,日注射正清风痛宁总剂量应不超

例,女 6 例；发病年龄平均为 20.6 岁,其中男性平均为 19.4

过 100 mg。每周 1 次,连续 5 次。如注射部位为肌腱附着点,

岁,女性平均为 28.1 岁；病程 0.5～12 年,平均为 5.7 年；1

为防止因注射引起的肌腱断裂,进针的方向为斜向 30～60°,接

个附着点受累有 7 例,2 个附着点受累的有 12 例,3 个附着点受

触到肌腱后,退出 0.5 mm,再注入药物。

累的有 19 例,4 个以上附着点受累的有 6 例。按照单、双日随

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药物与方法同观察组。
1.4

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项目(103151)

观察指标
[1]
治疗前和治疗后 3 个月的目测类比评分(VAS 法) 、Bath 强

* 第一作者接力刚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在读博士

直性脊柱炎功能指数(Ba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functional

患儿素有伏痰蕴内,风热等外邪常可侵袭鼻窍,触动伏痰,邪正

和激肽等一系列化学介质的释放,这些介质引起血管通透性增

相搏,肺气失宣,鼻窍壅塞,致鼻塞鼻痒、鼻流浊涕、喷嚏时作。

加、毛细血管扩张和腺体分泌增加,介导变态反应的发生,所以,

若病程迁延,难于速愈,久病入血可致痰瘀互阻,呼吸不利,治

我们在此次临床观察中将其作为效应指标。结果显示,鼻敏合

疗中亦应适当运用活血之剂,以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剂Ⅱ号可以下调血清 IgE 水平,提示患儿的过敏性体质有所好

之旨。鼻敏合剂Ⅱ号是江苏省中医院院内制剂,此次临床观察

转,但其具体作用机制和远期疗效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提示,本制剂在儿童过敏性鼻炎肺热痰阻证的治疗中,疗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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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BASFI)[2] 、 Bath 强 直 性 脊 柱 炎 疾 病 活 动 指 数 (Ba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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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

ankylosing spondyliti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BASDAI) 、

纳入患者 44 例均进入结果分析,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83%,

扩胸度、Schober 试验、血沉(ESR)、C-反应蛋白(CRP)、血常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5.0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规、肝功能和其药物不良反应。

0.05),详见表 1。2 组治疗后 VAS、BASFI、BASDAI、ESR、CRP

1.5

均比治疗前明显降低(P ＜0.05),而观察组 VAS 和 BASFI 的改

疗效标准
[4]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中有关标准制

善情况要好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2。2 组患者在治疗前

定。临床缓解：主要症状基本消失,主要化验指标恢复正常；显

后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基本在正常范围之内。观察组中有 3 例患

效：主要症状好转,主要化验指标趋于正常；有效：主要症状有

者出现注射局部皮肤瘙痒、潮红和轻度皮疹,休息 15 min 后,

所改善,主要化验指标有所下降；无效：未达到上述有效标准或

上述症状自动消退。

加重者。

表 1 2 组 AS 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1.6

统计学方法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采用 SPSS11.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配

观察组

24

15(62.50)

8(33.33)

1( 4.17)

95.83

对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对照组

20

6(30.00)

9(45.00)

5(25.00)

75.00

学意义。

总有效率(%)
*

注：与对照组比较,*P ＜0.05
—

表 2 2 组 AS 患者治疗前后观察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时间

n

VAS

治疗前

24

8.5±1.3

治疗后

24

2.5±1.1

BASFI

BASDAI

7.2±2.0
△▲

3.1±1.6

△▲

扩胸度(cm)

6.5±1.4
2.9±1.1

2.4±1.2

△

3.9±1.5

△

Schober(cm)
3.8±1.3
5.1±1.5

ESR(mm/h)
35.7±15.2

△

15.5± 8.3

CRP(mg/L)
16.4±6.5

△

7.3±2.7

治疗前

20

8.6±1.5

7.2±1.9

6.6±1.8

2.5±1.1

3.6±1.4

33.8±16.2

18.2±9.9

治疗后

20

4.8±1.9

5.8±1.5

4.2±1.3

3.4±1.6

4.7±1.5

19.4± 8.5

9.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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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应大多在用药后 10 min 内发生,建议第一、二次使用者,正清风

AS 是以骶髂关节炎和脊柱慢性炎症为主的原因不明的全
身性疾病,其病理表现之一就是附着点炎,其引起的某些部位

痛宁的剂量选择在 25 mg 较为安全,注射药物后最好观察 15 min
左右再离开医院。

的关节外疼痛和触痛是一些患者的主要不适。AS 附着点炎常

通过对 44 例 AS 的治疗观察,我们发现在总体疗效方面观

见的部位是肋胸关节、棘突、髂嵴、大转子、坐骨结节、胫骨

察组要优于对照组。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正清风痛宁

[5]
结节、足跟(跟腱炎或足底筋膜炎) 。对于治疗,目前的非甾

注射液治疗 AS 附着点炎比单纯常规药物治疗在改善患者局部

体抗炎药虽有一定疗效,但仍有部分患者疗效差,而二线药物

疼痛和功能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并且对血常规和肝、肾功能

柳氮磺胺吡啶和甲氨蝶呤对于 AS 患者外周滑膜炎有效,对附

无影响。

着点炎的治疗效果尚无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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