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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散内熄法对中风患者 C-反应蛋白的影响

赵曼丽，王泽颖* ，于荣
( 潍坊市中医院，山东 潍坊 261041)

［摘要］ 目的: 观察外散内熄法对中风患者 C-反应蛋白含量的影响。方法: 将 122 例急性期的风证型中风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均行 14 ～ 28 d 基础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平熄内风法治疗( 天麻钩藤饮) ，观察组采用外散内熄法( 自

拟中药方剂双解汤) ，均口服，1 剂 /d，共 14 d。结果: 观察组比对照组风证积分明显改善( P ＜ 0. 05) ，观察组较对照组能早期

改善 C-反应蛋白( CRP) ( P ＜ 0. 05) 。结论: 风证型中风患者急性期存在外风因素的参与，外散内熄法能早期改善风证积分，

减轻炎性反应。
［关键词］ 中风; 风证; 外散内熄法; C-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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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rapeutic Principle of Waisan Neixi
on C-reactive Protein Level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ZHAO Man-li，WANG Ze-ying* ，YU Rong
( Weif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Weifang 261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therapeutic principle of Waisan Neixi on C-r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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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Method: One hundred and twenty-two stroke patients with acute phase wind
syndrom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by
basic intervention for 14-28 d．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intervention，the control group was adopted a simple Pinggan
Xifeng treatment by the prescription of Tianma Goutengyi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ceived the
therapeutic principle of Waisan Neixi with Shuangjie Tang． The Drink and the Tang were given one dose daily for
14 days．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ear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the Wind Syndrome，and decreased the level of C-reactive protein ( CRP) ( P ＜ 0. 05 ) ． Conclusion: Stroke
patients in the acute phase with wind syndrome are affected by the external wind factors． The therapeutic principle
of Waisan Neixi can improve the scores of wind syndrome，and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t early stage．

［Key words］ stroke; wind syndrome; the therapeutic principle of Waisan Neixi; CRP

在当前内风理论指导下的中风病的治疗中，仍

有相当部分病例疗效差强人意，为进一步探讨中风

病病因病机，丰富治疗方法，提高临床疗效，回顾历

代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理论的认识，认为内外风常相

召致病，相因为患，由此应用外散内熄法中药进行研

究。结合现代研究认为 C-反应蛋白( CRP) 为理想

的炎症标志物和脑血管事件发生、发展强有力的预

测因子［1］，本研究就外散内熄法中药对风证型中风

患者 CRP 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 资 料 本 研 究 试 验 对 象 选 自 2010 年

6 月 － 2012 年 6 月期间在潍坊市中医院脑病四科住

院的风证型急性期脑梗死患者。两组共 122 例，随

机分为观察组( 外散内熄法) 和对照组( 平熄内风

法) ，对 照 组 61 例，其 中 男 38 例，女 23 例，年 龄

( 71. 02 ± 12. 27) 岁。观察组 61 例，其中男 35 例，女

26 例，年龄( 68. 00 ± 13. 02) 岁。两组一般资料无统

计学差异，有可比性。
1. 2 诊断标准

1. 2. 1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脑血管病防治

指南》［2］，诊断为急性期脑梗死。
1. 2. 2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

学会《中风病诊断、疗效评定标准》及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 1993) 诊断为中风病。
1. 3 纳入标准 ①西医诊断符合急性脑梗死，并且

中医诊断符合中风病中经络者; ②国立卫生研究院

卒中量表( 美国) NIHSS≥2 分;③发病 72 h 以内; ④
年龄 35 ～ 85 岁，知情同意; ⑤根据《中风证候辨证

诊断量表》风证积分≥7 分。
1. 4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以基础治疗措施( 14 ～
28 d) ，按照《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2］进行规范

的卒中治疗和Ⅱ级预防，包括予以抗血小板聚集、控
制血压、血糖、血脂，给予电针治疗、康复锻炼等。中

药予以平肝熄风之天麻钩藤饮治疗，药物组成: 天麻

15 g，钩藤 15 g，石决明 20 g，栀子 10 g，杜仲 12 g，牛

膝 15 g，黄芩 10 g，桑寄生 12 g，夜交藤 15 g，茯神 10
g，益母草 15 g，甘草 6 g。水煎 2 次共 400 mL，每日

1 剂，分 2 次服用，疗程 14 d。观察组基础治疗同对

照组，中药治疗以外散内熄法之双解汤( 自拟) 为

主，药物组成: 在对照组中药基础上加荆芥穗 15 g，

防风 12 g，羌活 12 g。水煎 2 次共 400 mL，每日 1
剂，分 2 次服用，疗程 14 d。
1. 5 观察项目 观察风证积分、CRP，分别在治疗

前，治疗 7，14，28 d 进行量表评分和化验检查。风

证积分由观察医师完成，CRP 由潍坊市中医院血液

化验室完成，CRP 的临床参考值［3］为 0 ～ 8 mg·L －1。
1. 6 统计分析 用 SPSS 11. 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先进行正态性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若成正态分布、
方差齐，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的 t 检验，方差不

齐者进行秩和检验，P ＜ 0. 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风证积分比较 治疗前两

组患者风证积分无显著差异，且均 ＞ 7 分; 观察组在

7，14 d 均较对照组改善明显( P ＜ 0. 05) ，14 d 时观

察组风证积分已 ＜ 7 分。28 d 时随访两组患者风证

积分均 ＜ 7 分，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风证积分比较( 珋x ± s，n = 61) 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 7 d 治疗 14 d 治疗 28 d

观察 15. 70 ± 3. 11 7. 55 ± 2. 191) 4. 61 ± 2. 951) 2. 77 ± 2. 63

对照 16. 00 ± 3. 08 11. 31 ± 2. 32 7. 37 ± 3. 09 3. 41 ± 2. 09

注: 与对照组同时点比较1) P ＜ 0. 05( 表 2 同) 。

2.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CRP 水平变化比较 治疗

前两组患者 CRP 比较无明显差异，但均高于正常值

范围，治疗 7，14 d 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 P ＜
0. 05)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治疗 14 d 两组均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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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28 d 时随访两组数值均在正常值范围，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CRP 水平变化比较( 珋x ± s，n = 61)

mg·L －1

组别 治疗前 治疗 7 d 治疗 14 d 治疗 28 d

观察 15. 10 ± 3. 09 6. 51 ± 3. 171) 3. 03 ± 1. 991) 2. 77 ± 2. 63

对照 15. 50 ± 4. 11 10. 50 ± 3. 03 8. 26 ± 1. 23 3. 41 ± 2. 17

3 讨论

中风属于脑血管病范畴，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基

础是动脉粥样硬化( AS) ，感染可能在 AS 的过程中

起始动作用，现代医学技术证实了 AS 是血管内膜

的炎症反应，并且感染性疾病可能参与病理生理过

程［4］。血浆 CRP 是急性炎症反应的标志物，美国医

生健康研究揭示了 CRP 可以作为预测脑卒中危险

的标志物，在这个研究中 CRP 居于高值的参试者患

脑卒中的危险率高于低值的 2 倍［5］。CRP 对血管

内皮细胞有直接的致炎作用［6］，较强的炎性反应可

加剧梗死区缺血半暗带，加重脑损害。所以 CRP 与

AS 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被视为脑血管病发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检测 CRP 有利于预防脑血管病

的发生及直接评估治疗效果［7-8］。
在医学发展日臻成熟的过程中，许多医家认识

到机体原本内风素盛，如遇外风侵袭，内外合邪，便

可迅速发生中风，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治内

外中风方》中明确提出中风病的发生“多先有中风

基础，伏藏于内，后因外感而激发，是以从前医家，统

名为中风”。不仅重视内因，而且也不忽视外风因

素的参与。饶旺福等［9］认为中风病存在“风”之病

因是毋庸置疑的，虽有内外风之分，但在疾病过程中

常相因为患，难以截然分开，不可强为划分。本研究

为深化内外风相召致病的病因病机理论，提出外散

内熄法治疗法则，立方双解汤。方中在平熄内风的

基础上加用祛散外风的荆芥穗、防风、羌活等风药，

因为风药除发散祛邪外，还能畅气行血。张文宗

等［10］提出风药具有升、散、行、透等多种特性，作用

广泛，既能活血化瘀，又可燥湿化痰、促进血液畅达。
郑国庆等［11］指出中风“病位在脑”，而“巅高之上，

唯风可到”。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治疗 7，14 d 时两组均能降

低 CRP，减轻风证积分，但观察组较对照组改善明

显，提示风证型中风患者急性期除存在内风因素外，

还存在外风因素的参与。同时还显示在 28 d 时两

组患者风证积分及 CRP 值均恢复至正常范围，提示

风证证候及炎性反应仅存在于中风病急性期，风证

证候与 CRP 动态变化有一致性; 正由于炎性反应及

风证积分的改变仅存在于急性期，所以要把握时机，

早期重视内外风相召致病的病因病机，采取外散内

熄法才能早期减轻炎性反应，以减轻脑损害。

［参考文献］

［1］ 袁云华，蓝杨．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C-反应蛋白检

测的临床意义［J］． 西部医学，2011，23( 3) : 483.
［2］ 饶明俐．《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摘要( 三) ［J］． 中

风与神经疾病杂志，2006，23( 1) : 4.
［3］ 齐志宏． C-反应蛋白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J］． 北

京医学，2005，27( 4) : 246.
［4］ 谭宝慧，杨宏，徐忠信，等． 降纤联合抗凝和抗血小板

聚集治疗进展性脑卒中的疗效和安全性［J］． 中国全

科医学，2008，11: 2134.
［5］ Ellinor P T，Low A F，Macrae C A． Reduce apelin

levels in lone atrial fibrillation［J］． Eur Heart，2006，

27: 222.
［6］ Pascero V，Will Erson J T，Yeh E T H． Direct proin-

flammatory effect of C-reactive protein on human
endothelial cells［J］． Circulation，2000，102( 2) : 165.

［7］ 韩玲． 清热化瘀汤对缺血性中风急性期患者血压、血
脂、凝血功能、同型半胱氨酸、C 反应蛋白水平及日常

生活水平的影响［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2，18
( 7) : 267.

［8］ 温红梅． C-反应蛋白与缺血性卒中［J］． 国外医学: 脑

血管病疾病分册，2002，10( 4) : 299.
［9］ 饶旺福，高丽，饶凯华，等． 论中风病之“风”［J］． 江

西中医学院学报，2009，21( 6) : 11.
［10］ 张文宗，王振涛，张会超． 风药在冠心病中应用的理

论探讨［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17( 5) : 267.
［11］ 郑国庆，王艳． 风药治血与中风病证治［J］． 中国医药

学报，2001，16( 1) : 13.

［责任编辑 何伟］

·003·

第 19 卷第 9 期
2013 年 5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19，No． 9
May，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