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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治疗手足口病普通病例的临床观察
覃耀真 张晓春 夏贞莲 李伟伟 王力宁 扬 岩 曾阳春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南宁市东葛路89－9号

郑 琦 广西中医药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530001

摘 要 目的：评价实施《广西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技术方案（试行）》中药治疗手足口病的效果。方

法：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方法，将210例手足口病普通病例按区组随机分治疗组和对照组各105例，治疗组按照

《广西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技术方案（试行）》辨证分型予以中药内服结合外洗治疗，对照组予利巴韦林含

片为主要药物口服治疗。结果：治疗后第3天，治疗组愈显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第5
天，治疗组痊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在退热、皮疹消退和口腔疱疹消退等方面均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治疗后第3天和第5天治疗组症状积分下降值大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两组病例在入组时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干预后，治疗组

总病程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按照《广西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技术方案（试行）》
运用中药治疗手足口病普通病例可提高疗效、减轻症状和缩短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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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以柯
萨奇A组16型（CoxA16）、肠道病毒
71型（EV71）多见〕引起的急性传染
病，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尤以3岁
以下年龄组发病率最高。主要表现
为手、足、口腔等部位的斑丘疹、疱
疹，并常见发热，少数病例可出现
脑膜炎、脑炎、脑脊髓炎、肺水肿、循
环障碍等，致死原因主要为脑干脑
炎及神经源性肺水肿。西医尚无特
效抗病毒药物，以对症治疗为主。
我们于2012年1月～2013年6月，按
照《广西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
技术方案（试行）》制定的方法运用
中药治疗手足口病普通病例105
例，取得显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符合卫生部颁布
的《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10年
版）》中的诊断标准［1］。普通病例诊
断标准：手、足、口、臀部出现皮疹，

伴或不伴发热。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按照《广西

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技术方
案（试行）》（2008年版），分为邪伤
肺卫证和卫气同病证。邪伤肺卫
证：手、足、口等部位出现斑丘疹、
疱疹，口痛，发热，或咳嗽，或鼻塞
流涕，舌质红、舌苔薄白，指纹浮紫
或脉浮数。卫气同病证：手、足、口
等部位出现斑丘疹、疱疹，发热，口
痛，伴有烦躁，口干口渴，或咳嗽，
或鼻塞，尿黄赤，大便干结或便溏，
舌质红、苔黄腻，指纹紫或脉滑数。
1.2 纳入标准 符合手足口病临
床诊断标准，而且为普通病例；存
在发热表现，体温37.3～38.5 ℃（腋
温）；病程≤2天；年龄1～5岁；未经
其他方案治疗，愿意接受本治疗方
案治疗。
1.3 排除标准 无发热表现，或
发热体温＞38.5 ℃；口痛而拒食；存
在惊厥病史；存在先天性心脏病、

支气管哮喘、肝炎、重度营养不良
和严重变态反应性疾病等基础疾
病；已发展为手足口病重症病例；
血常规白细胞≥12×109 /L或＜4×
109 /L；血清C反应蛋白（CRP）超过
正常上限1倍以上，血清肌酸激酶
同工酶（CK-MB）超过正常上限1倍
以上；不愿意接受本治疗方案者。
1.4 一 般 资 料 全 部 病 例 来 自
2012年1月～2013年6月广西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发热门诊
就诊的手足口病患儿，共210例，按
区组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05例。治疗组中，男59例，女46例，
年龄2.43±1.27岁，病程1.23±0.56
天，体温37.96±0.53 ℃；对照组中，
男56例，女49例，年龄2.56±1.28岁，
病程1.34±0.55天，体温37.89±0.58℃。
两组患儿年龄、性别、病程、发热情
况等资料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
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

·22· 102



（总 ）广西中医药 2014 年 4 月第 37 卷第 2 期

2 方 法

2.1 治疗方法 所有病例均注意
隔离，保证休息，清淡饮食，注意口
腔和皮肤卫生，如体温≥38.5 ℃，
予以退热对症处理。

治疗组按照《广西中医药防治
手足口病临床技术方案（试行）》制
定的方法予以中药内服和外洗治
疗。邪伤肺卫证（42例）：治以辛凉
解表、清热除湿为法，予以银翘散
合六一散加减[金银花、连翘各10～
12 g，桔梗、牛蒡子、淡豆豉各5～8 g，
荆芥、淡竹叶各3～5 g，薄荷（后下）
3 g，甘草5 g，滑石、薏苡仁各12～
15 g。卫气同病证（63例）：治以清
热解毒、化湿透疹为法，予以甘露
消毒丹加减［滑石12～15 g，茵陈、
黄芩、连翘、射干、浙贝母各5～8 g，
白豆蔻（后下）、藿香、石菖蒲各3～5g，
薄荷（后下）3 g，金银花、板蓝根各
8～10 g］。加减方法：发热体温≥
38.0℃，加柴胡10 g；咳嗽，加桑叶5 g，
鱼腥草10 g；口干口渴，加天花粉
10 g；便溏，加鸡内金8g，炒麦芽10g；
大便干结难解，加大黄（后下）5 g。
煎服法，每日1剂，加清水适量，火
候适当，煎取药液100～150 ml，分
3～4次口服。同时结合中药外洗治
疗，药物：千里光（Senecio scandens
Buch－ham．）、野菊花、蒲公英、紫花
地丁、大青叶各30 g，水杨梅（Geum
japonicum Thunb．）、土茯苓各20 g。
每日1剂，水煎约2 000 ml，微温，外
洗皮疹部位，每日分早中晚各1次

（共3次），每次约10 min。
对照组予利巴韦林含片口服，

每次2.5 mg/kg，每日4次；维生素B2

片口服，每次5 mg，每日3次。大便
烂、次数增多者，加思密达口服，大
便干结者临时予以开塞露（将药挤

入直肠内）；如血常规白细胞偏高
或CRP超过正常者，加抗生素口服
治疗。
2.2 观察方法

2.2.1 主要观察指标 包括皮疹、
口腔疱疹、口痛、食欲变化、发热、
烦躁、头痛、咳嗽、鼻塞流涕、大便
改变（腹泻或便秘）等本病常见的
临床表现，其中，体温由家长每天
早、中、晚各检测1次，并做好记录，
所有患儿每1～2天复诊1次，直至痊
愈，并于观察期间与患儿家属保持
电话联系。首次就诊即告知家长，
如患儿出现持续高热、呼吸急促、
精神差、嗜睡、谵妄、肢体抖动、惊
厥、肢体无力、汗多或四肢发凉等
表现者随时就诊。
2.2.2 症状积分标准 （自拟） 皮
疹按皮疹消失、皮疹透出并已减
少、皮疹透出、疹小壁厚出而不畅，
分别给予0、2、4、6分；口腔疱疹按
无（疱疹消失无口痛）、疱疹减少疼
痛轻而进食基本正常、疱疹发红疼
痛而明显影响进食、疱疹发红疼痛
明显而拒食，分别给予0、2、4、6分；
发热按无（体温正常）、低热、中度
热、高热，分别给予0、2、4、6分；咳
嗽按无、间断咳嗽、经常咳嗽、昼夜
频繁咳嗽而且影响睡眠，分别给予
0、2、4、6分；烦躁按无、时有烦躁、
经常烦躁、谵妄，分别给予0、2、4、6
分；头痛按无、偶觉头痛、经常头
痛、头痛剧烈影响生活，分别给予
0、2、4、6分；鼻塞流涕按无、一侧鼻
腔不通气或偶有流涕、双侧鼻腔不
通气或经常流涕、双鼻不通气或经
常流涕而且张口呼吸，分别给予0、
1、3、5分；大便异常按无、干结而每
日1次/溏薄而每日＜5次、干结而2
日1次/溏薄而每日≥5次、干结而2

日以上1次/溏薄而每日≥10次，分
别给予0、1、3、5分。
2.3 疗效标准 （自拟） 痊愈：热
退，皮疹消退，口腔疱疹愈合，症状
积分减少≥90%。显效：热退，皮疹
明显减少，口痛减轻，症状积分减
少＜90%、≥67%。有效：发热有所
减轻，皮疹减少，口痛减轻，症状积
分减少＜67%、≥33%。无效：发热
不退，皮疹不减少，症状积分减少＜
33%。积分减分率计算采用尼莫地
平法，公式为:（治疗前积分－治疗
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SPSS16.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检 验 ，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所有入组病例均无脱落，无
不良事件发生。
3.2 两组疗效比较 所有病例均
未向重症病例发展，而且均于入
组后7天内痊愈。两组疗效比较见
表1：治 疗 后 第3天 ，愈 显 率 治 疗
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2199，P＜0.01）；治疗后第5天，
治疗组痊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26.6496，P ＜0.01），
可见，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3.3 两组退热、皮疹消退和口腔

疱疹消退时间比较 见表2。治疗
组退热时间、皮疹消退和口腔疱疹
消退时间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或P ＜0.01）。
3.4 两组症状积分变化比较 见
表3。两组病例治疗前症状积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病情
相当，具有可比性。治疗后第3天，两
组积分分别与治疗前积分比较，均

治疗后第3天

痊愈

2

1

显效

61

40

有效 无效

38 4

55 9

总有效率%

96.19

91.43

治疗后第5天

愈显率% 痊愈

60.00① 82 78.10①

39.05 47 44.76

显效

22

47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1 0 100.00

11 0 100.00

治疗组

对照组

组 别 n

105

105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P ＜0.01

表1 两组病例治疗后不同时点的疗效比较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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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病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此
阶段的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
的生理特点较为突出，故病后病情
容易传变，温邪可速传气分，所以，
发病之初，临床易见卫气同病证。
若邪毒炽盛、正气不足，温邪逆传
心包、深入营血分，则病情进一步
发展，可出现皮疹出而不透、疹小
壁厚和壮热、神昏、抽搐等表现，成
为手足口病重症病例。

手足口病普通病例，病邪未入
营血分，主要表现为邪伤肺卫证和
卫气同病证。对于邪伤肺卫证，治
宜辛凉解表、解毒除湿为法，选用
银翘散合六一散加减，其中，银翘
散辛凉解表、解毒，六一散除湿清
热，两方合用可共奏辛凉解表、解
毒除湿之功。有报道运用银翘散治
疗手足口病疗效满意［3］ ，药理研
究亦表明，银翘散中的君药金银
花，其主要有效成分氯原酸对柯萨
奇病毒B组3、5型有抑制作用 ［4］。
对于卫气同病证，治宜解表清热、
解毒化湿为法，选用甘露消毒丹加
减治疗，本方利湿化浊、清热解毒
的功效显著，正如王孟英《温热经
纬》推崇为“此治湿温时疫之主方
也”，而且方中配伍薄荷辛凉轻清
之品，可解卫分之邪，可见，甘露消
毒丹可奏解表清热、解毒化湿之
效，较适合于治疗卫气同病证。有
报道，选用甘露消毒丹治疗手足口
病普通病例取得良好效果［5-6］，曾
有研究发现甘露消毒丹对柯萨奇
病毒B组2、3、4型在体外培养细胞
中的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7］。

在予中药内服的同时，结合运
用千里光、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
丁、大青叶、水杨梅、土茯苓等中药
外洗，方中千里光、野菊花、蒲公
英、紫花地丁、大青叶均可清热解
毒，其中蒲公英尚兼有利湿功效，
水杨梅、土茯苓利湿解毒，诸药合
用，可达清热解毒除湿之功，外洗
手足等皮疹部位，对局部有加强清
热解毒除湿作用，也可以通过皮肤
吸收发挥治疗作用，内外合治，可

明显减少（P ＜0.01），说明治疗后第3
天两组症状均有所改善；治疗后第
3天，治疗组症状积分低于对照组

（P ＜0.05），积分下降值大于对照组

（P ＜0.05）。治疗后第5天，治疗组症
状积分低于对照组（P ＜0.01），积分
下降值大于对照组（P ＜0.01）。提示
运用中药治疗有利于改善症状。

3.5 两组病程比较 见表4。两组
病例在入组时病程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说明病程相当，具
有可比性，但经治疗干预后，治疗

组总病程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提示运用中药治
疗手足口病可缩短病程。

表 2 两组病例退热、皮疹消退和口腔疱疹消退时间比较 （d，x±s）

组 别 n 退热时间 皮疹消退 口腔疱疹消退

治疗组 105 1.93±0.63② 4.98±0.75② 4.10±0.63①

对照组 105 3.01±0.51 6.03±1.01 4.85±0.52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P ＜0.05，②P ＜0.01

表4 两组病例病程比较 （d，x±s）

组 别 n

治疗组 105

入组时病程

1.23±0.56

总病程

6.44±0.78①

对照组 105 1.34±0.55 7.43±1.06

注：与对照组比较，①P ＜0.05

4 讨 论

手足口病为全球性传染病，本
病除常见由柯萨奇病毒A组16型和
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外，尚可因
柯萨奇病毒A组2、4、5、7、9、10型和
B组1、2、3、4、5型，以及埃可病毒

（ECHO viruses） 等多种肠道病毒
种型感染而致病［2］。多数患者病
情较轻，属于普通病例，为自限性
疾病，但由于本病通常出现发热、
口痛等症状，患儿存在痛苦，而且5
岁以下尤其是3岁以下的普通病例
有向重症病例发展的潜在风险，患
儿一旦发展为重症病例，则严重威
胁其生命和健康，因此，做好对普
通病例的观察和治疗，减轻病痛和

防止向重症病例发展，具有较大的
现实意义。

中医古代文献中没有对手足
口病的专门记载，但因本病具有暴
发性、季节性、传染性和流行性等
特点，同时，存在卫气营血传变的
规律，故可归属于中医“温病”范
畴，温邪是其致病的重要因素。春
夏季气温上升，雨湿较多，地湿上
蒸，易招湿邪而发病，结合本病出
现水疱疹，具有湿邪致病的表现特
点，可见本病的主要病因不是单纯
的温邪，而是包含温邪湿毒。“温邪
上受，首先犯肺”，卫气郁阻，肺气
失宣，从而出现邪伤肺卫证，此邪
伤之意实际包含温邪夹湿所伤，又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0.01；与对照组比较，②P ＜0.05，③P ＜0.01

表 3 两组病例不同时点症状积分变化比较 （分，x±s）

治疗组 105 18.87±2.66 7.46±3.15①② 11.41±3.64② 1.10±1.77③ 17.76±3.02③

对照组 105 18.45±2.88 8.83±3.52① 9.63±3.45 3.41±3.16 15.04±3.08

组 别 n 治疗前积分
治疗后第3天 治疗后第5天

症状积分 积分下降值 症状积分 积分下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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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
tia，VD）是由于各种脑血管病变致

使脑区低灌注状态，引起脑组织损

伤从而产生以记忆力衰退及认知

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

征［1］，约占老年痴呆病60%左右［2］。
VD的发生不仅直接影响着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而且也给社

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但

是目前世界上对该病的治疗尚无

特效药物。中医药对血管性痴呆的

治疗常从心肝脾肾论治、从痰论

治、从瘀论治等，本研究基于中医

整体观和脏腑学说以“从肺论治”
痴呆为理论指导，采用益肺宣肺、

通下降浊为法［3-4］，自拟益肺宣肺

降浊方治疗VD。取得较好的临床

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共60例，

均为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2011年9月至2013年9月门诊及

住院患者，按就诊时间前后顺序随

机分为两组各30例。治疗组男20
例，女10例；年龄72.11±6.18岁；病

程8.56±6.31年；基础病：高血压病

22例，糖尿病8例，高脂血症7例，脑

出血3例，脑梗死6例；文化程度：文

盲5例，小学16例，初中5例，高中3

益肺宣肺降浊方治疗血管性
痴呆的临床观察

李天威 广西中医药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530001 南宁市明秀东路179号

唐 农* 广西中医药大学 530001
赵清山 湖南中医药大学 410208

摘 要 目的：观察益肺宣肺降浊方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疗效。方

法：符合血管性痴呆诊断标准的60例患者，按就诊时间随机分为两组各

30例。治疗组予益肺宣肺降浊方治疗，对照组予脑复康治疗，两组均治疗

4周。两组治疗前后进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ADL）评分、简易精神状

态量表 （MMSE） 评分及血液流变学检验。结果：两组治疗后比治疗前

MMSE评分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L评分有所下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血浆粘度、血沉改善程度较对照组优

（P＜0.05）；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3.3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66.67%，两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益肺宣肺降浊方治疗血管性痴呆疗效确

切，值得推广。
关键词 血管性痴呆；益肺宣肺降浊方；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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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研究提示，按照《广西中医

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技术方案（试
行）》运用中药治疗手足口病普通
病例，可减轻症状，缩短病程，提高
治疗后第3天的愈显率和治疗后第
5天的痊愈率。前期研究中，我们曾
参照本方案治疗小儿手足口病50
例，效果满意［8］。通过临床实践研
究，我们认为本方案实用可行。

今后，尚需参照《广西中医药
防治手足口病临床技术方案 （试
行）》开展多中心、针对重症病例的
疗效研究，以进一步证实本方案的
疗效，同时，尚期待通过动物实验
探讨其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手足口病诊

疗指南 （2010版）［EB／OL］．（2010-4-
21） [2014 -03 -26]．http：//www.moh.
gov.cn.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手足口病预

防控制指南（2009 版）［J］. 全科医学

临床与教育，2010，8（2）：125-127.
［3］王宇光，袁启东，贾艳彩. 银翘散治

疗儿童手足口病85例 ［J］. 新中医，

2009，41（9）：77-78.
［4］胡克杰，王跃红，王栋. 金银花中氯

原酸在体外抗病毒作用的实验研究

［J］. 中医药信息，2010，27 （3）：27-
28.

［5］田慧，马美美，潘奔前. 甘露消毒丹

加减治疗手足口病普通病例80例疗

效观察 ［J］. 新 中 医 ，2011，43（6）：

76-77.
［6］张海英，尹正红.甘露消毒丹加减治

疗小儿手足口病疗效分析［J］. 四川

中医，2013，31（7）：94.
［7］贺又舜. 甘露消毒丹对柯萨奇病毒

体外抑制作用的实验研究 ［J］. 中国

中西医结合杂志，1998，18（12）：34-
37.

［8］覃耀真，王力宁，李鸿敏，等. 中医分

型辨治小儿手足口病50例 ［J］. 广西

中医药，2009，32（3）：17-18.

（2014-03-28 收稿/编辑 汤敏华）

·25·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