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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的改

示肝脏肿大,近场密度增强,远场回声衰减,血管纹理不清晰。

变以及 B 超检查的普及,脂肪肝发病率逐年升高,日益受到人

[3]
中医辨证分型依据《中医肝胆病学》 ,属肝瘀湿阻型,证

们的重视。无论其成因如何,均有部分脂肪肝患者可发展为肝

见面色晦黯,胁肋部刺痛,或固定不移,胸闷脘痞,舌胖紫或瘀

纤维化,甚至肝硬化。因此,积极防治脂肪肝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斑,脉弦涩。

义。2007 年 8 月－2010 年 10 月,笔者采用双合汤联合运动疗

1.3

排除标准
慢性病毒性肝炎活动期、急性肝炎、重症肝炎、药物性肝

法治疗脂肪肝、中医辨证为肝瘀湿阻型患者 64 例,收到较好的
疗效,现报道如下。

炎、肝硬化；妊娠期、哺乳期妇女；中医证型不符合者。

1

1.4

资料与方法

1.1

治疗方法
2 组均予基础治疗,对照组在基础治疗的同时结合运动疗

一般资料
128 例均系本院门诊患者,依就诊顺序按 1︰1 随机分为 2

法,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双合汤治疗。连续治疗 4 周为

组。治疗组 64 例,男 39 例,女 25 例；年龄 30～70 岁,平均 46 岁；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病程 1～10 年,平均 4.6 年；体质量 78～99 kg,平均(89±9)kg；

1.4.1

B 超示轻度脂肪肝 10 例、中度脂肪肝 33 例、重度脂肪肝 21

物、新鲜蔬菜为主,禁酒,控制体质量,肝功能异常者,适当休息。

例；血清胆固醇(TC)升高者 56 例,血清三酰甘油(TG)升高者

1.4.2

64 例。对照组 64 例,男 36 例,女 28 例；年龄 31～70 岁,平均

氧运动为主,包括慢跑、中快速步行(115～125 步/min)、骑自

45 岁；病程 1～10,平均 4.8 年；体质量 79～98 Kg,平均(88±

行车、游泳、上下楼梯、打羽毛球、踢毽子、跳舞、做广播体

9)kg；B 超示轻度脂肪肝 15 例、中度脂肪肝 30 例、重度脂肪

操、跳绳和在室内固定自行车、固定跑台上运动等；②运动强

肝 19 例；血清 TC 升高者 51 例,血清 TG 升高者 58 例。2 组性

度以心率或脉搏来衡量,运动时心率至少应维持在 100 次/min

别、年龄、病程、体质量、B 超及实验室检查等资料比较,差

以上,最高心率每分钟不超过 170 减去年龄所得的数,患者还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可以结合运动中的自我感觉来选择适当的运动量；③运动量的

1.2

诊断与纳入标准
[1]

基础治疗 调整并控制饮食,以低糖、低脂、低碳水化合
运动疗法

①运动的类型以中低强度、较长时间的有

大小以达到呼吸加快、微微出汗、运动后疲劳感于 10～20 min
[2]

参照《脂肪肝》 和《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 的标准制

内消失为宜；④运动持续时间 20～60 min；⑤运动频率以每

定。①年龄 30～70 岁；②临床表现有不同程度的乏力、肝区不

周 3～5 次较为宜,肥胖患者每周应锻炼 5～7 次。特别提示：

适、大便不畅、腹胀及肥胖、肝肿大等症状、体征；③实验室

脂肪肝伴有心、脑、肾等合并症者,进行适量运动；老年患者

检查：血清 TC＞6.0 mmo1/L、血清 TG＞1.7 mmo1/L；④B 超显

一般不要单独运动。

电凝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凝固坏死组织增多,增加创面出血的

参考文献：

[3]
发生率 。

[1] 李素珍,夏恩兰.宫腔镜宫颈锥切治疗良性宫颈病变疗效观察[J].中国

致康胶囊主要由大黄、黄连、三七、白及、珍珠、鹿角胶、
血蝎等 14 种中药组成,其中三七含三七总皂苷、黄酮苷、生物
碱,三七可使血管收缩,诱导血小板释放花生四烯酸、ADP、血
小板因子Ⅲ和钙离子,具有凝血、止血、修复黏膜的作用,对内
[4]

脏疼痛有镇痛作用 。大黄、黄连有抗菌消炎功效。白及和白
及胶可促进肉芽组织生长、细胞增殖分化和毛细血管再生,并
可增加创面渗出多核白细胞和成纤维细胞,有利于创面的止
[5]

血、修复和抗感染 。本观察结果显示,宫腔镜下宫颈锥切术
后常规应用抗生素 3 d,同时加用致康胶囊可明显缩短出血和
腹痛时间,疗效优于单纯应用抗生素者,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内镜杂志,2006,12(4)：416－420.
[2] 李健,柴东宁,杨淑华.宫腔镜手术治疗宫颈管良性病变 6l 例临床分
析[J].现代妇产科进展,2001,10(4)：306－307.
[3] 张蓉,余良宽,冯桂萍.宫腔镜宫颈锥切治疗宫颈良性病变 100 例分析[J].
航空航天医药,2010,21(2)：211－212.
[4] 徐冬英,潘会君.三七止血作用的研究进展[J].现代医药卫生,2008,
24(2)：224－225.
[5] 夏晓金.致康胶囊治疗药物流产后出血 100 例[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志,2006,15(8)：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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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中药治疗 双合汤药物组成：陈皮、半夏、茯苓、白芥
子、当归、川芎、白芍、生地黄各 9 g,桃仁、生姜、红花、甘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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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脂肪肝属中医学“胁痛”、“积聚”等范畴,病因病机多为

各 6 g。每日 1 剂,水煎取汁 400 mL,加竹沥 30 g,分早晚 2 次服。

过食厚味,饮食失节,嗜酒无度而损伤脾胃,导致脾失健运,肝

1.5

失疏泄,湿热内蕴,痰浊郁结,瘀血阻滞,痰瘀互结于胁下,化生

观察指标与方法
①生化指标：血清 TG、TC。②临床症状、体征改善情况,

脂浊,留着肝络而成。本病病位在肝脾,与痰浊、湿热、瘀血、

[4]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进行症状计分：乏

气滞等病理因素有关,其中尤以瘀、湿最为关键,因此,应以活

力/困倦、胁痛/肝区不适、纳呆/呕恶、腹胀/胃痞、大便黏滞/

血化瘀、祛湿通络立法用药。双合汤出自清·沈金鳌《杂病源

不爽、小便黄、舌质黯、苔白腻/黄腻,按照无、轻、中、重分别

流犀浊·麻木源流》,方中陈皮辛行温通、苦温而燥,寒湿阻中

计 0、1、2、3 分。③肝脏 B 超：参照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会脂

之气滞最宜；半夏味辛性温而燥,为燥湿化痰、温化寒痰要药,

[5]

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制定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

尤善治脏腑湿痰；茯苓甘、淡,善渗泄水湿,使湿无所聚,痰无

中的 B 超诊断标准,分无脂肪肝、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重

由生；白芥子温通经络,善除“皮里膜外”之痰；当归辛行温

度脂肪肝 4 个等级。治疗前及疗程结束后各检查 1 次以上。

通,为活血行瘀要药；川芎辛散温通,为血中之气药,具有通达

1.6

气血功效；白芍酸敛肝阴、养血柔肝；生地黄养肝阴而泄伏热；

疗效标准
[4]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治愈：症

桃仁、红花通利血脉,善泄血滞,祛瘀力强,为治疗多种瘀血阻

状积分分值减少率≥90%,B 超示无脂肪肝,血脂正常；显效：

滞病症的常用药；竹沥性寒滑利,祛痰力强,为痰家之圣剂也；

症状积分分值减少率≥70%,B 超改善 1 个等级以上,血脂下降；

生姜、甘草温中健脾、调和诸药。全方共奏活血化瘀、祛湿通

有效：症状积分分值减少率≥30%且＜70%,B 超有改善或无变

络之功,使湿瘀得除,脂浊难凝,则其病难成。

化,血脂下降；无效：症状积分分值减少率＜30%,B 超无变化,
血脂无明显改善。
1.7

以有氧代谢为特征的运动疗法对脂肪肝患者降脂减肥、促
进肝内脂肪消退的效果较好,可抑制 TG 的合成,并促进脂肪分

统计学方法

解。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条件、爱好选择。无论选择哪种运动,
—

采用 SPSS11.0 软件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 t
2

关键是必须每日坚持锻炼,持之以恒才能有效果。另外,要从小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运动量开始,逐步加大运动量,循序渐进达到适当的运动量,以

2

增加体内脂肪的消耗。

结果(见表 1～表 3)
表1

2 组脂肪肝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64

38(59.3) 12(18.8) 11(17.2)

对照组

64

本观察结果显示,双合汤联合运动疗法治疗肝瘀湿阻型脂
无效

总有效率(%)

肪肝具有良好协同效果,能明显降低血脂水平,使大部分患者

3( 4.7)

95.3

体质量明显减轻,腰围缩小,对减轻脂肪肝有较好的作用,安全

15(23.4) 17(26.6) 19(29.7) 13(20.3)

79.7

可靠,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治愈

显效

有效

参考文献：

注：2 组总有效率比较,P ＝0.007 5
—

表2

2 组脂肪肝患者治疗前后 TG、TC 值比较(x±s,mmol/L)

组别

例数

TG
治疗前

[1] 范建高,曾民得.脂肪肝[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56－
57.

TC
治疗后
*△

治疗前

治疗后

[2] 郑虎占,董泽宏.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

治疗组

64

2.91±0.47

1.39±0.24

7.78±1.22

4.94±1.27

对照组

64

2.77±0.31

1.90±0.44

7.47±1.34

6.36±1.1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0.05
表3
组别

无改善

[3] 王伯祥.中医肝胆病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438－
441.
[4] 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

2 组脂肪肝患者治疗后 B 超改善情况比较[例(%)]
例数

48.

改善 1 个等级 改善 2 个等级 有效率(%)

治疗组

64

5( 7.81)

45(70.31)

14(21.88)

92.19

对照组

64

16(25.00)

39(60.94)

9(14.06)

75.00

出版社,2002：364－366.
[5] 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诊疗指南[J].实用肝脏病杂志,2007,10(1)：53.

(收稿日期：2011-02-28,编辑：蔡德英)

注：2 组总有效率比较,P ＝0.008 6

我国中成药首次申请欧盟药品注册

《欧盟传统草药药品指令》为中医药以治疗药品的身份进入欧
盟市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中西医理论

据悉,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浓缩当归丸欧盟

的差距,时至今日我国还没有一种中成药产品在欧盟注册成

传统草药简化注册 ECTD 申请材料正式提交瑞典国家药品管理

功。业界认为,按照《欧盟传统药品法》进行注册,是中药开辟

局。这是中国中成药第一次在欧盟申请药品注册。

欧洲植物药市场、进入健康发展轨道的必由之路。此次提交欧

一直以来,中成药作为食品补充剂对欧盟出口,却无法进
入其主流医药市场。2004 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颁布的

盟药品注册申请的浓缩当归丸为单方品种,申报的难度可能会
相对低于复方品种。

(本刊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