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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观察泻火养阴颗粒治疗肺胃热盛型寻常痤疮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遥 方法院将门诊痤疮患者 员圆园 例采用随机分
组的方法分为治疗组渊远园 例冤和对照组渊远园 例冤遥 治疗组给予泻火养阴颗粒袁每日 员 剂袁员 日 圆 次袁分早晚冲服曰对照组口服丹参酮

源 粒 辕 次袁猿 次 辕 凿遥 两组治疗期间不合并外用治疗药物袁治疗前后记录皮损变化和综合证候变化袁并观察不良反应遥 结果院治疗组
总有效率为 怨缘援园豫袁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缘远援苑豫袁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治疗组未见明显的不良反
应遥 结论院泻火养阴颗粒治疗肺胃热盛型寻常痤疮疗效明显优于丹参酮袁且无明显不良反应袁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遥
咱关键词暂 泻火养阴颗粒曰 痤疮曰 丹参酮曰 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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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的治疗方法颇多袁本科采用泻火养阴颗粒

渊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冤治疗肺胃热盛型寻常
痤疮袁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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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质红袁苔黄或黄腻遥脉象院脉弦滑或滑数遥必须具备
主症 员 项及次症 圆 项或以上袁结合舌苔脉象袁即可
诊断遥

轻重程度分类标准采用 孕蚤造造泽遭怎则赠 国际痤疮分

类法咱猿暂院玉级渊轻度冤院黑头粉刺院散发至多发曰炎症性

对象

本组 员圆园 例袁为 圆园员园 年 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缘 月本科

门诊患者遥 病例选择院淤纳入标准院西医诊断标准符
合寻常痤疮曰中医诊断和辨证符合痤疮肺胃热盛之

证曰年龄 员远耀源园 岁曰于排除标准院妊娠或哺乳期妇
女曰治疗前 猿园 凿 内服用过与本病相关的内服药袁苑 凿

内用过与本病相关的外用药曰对本药或药物成分过
敏或不能配合服用中药者曰合并有心血管尧脑血管尧
肝尧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尧精神病患者曰
研究者认为不符合纳入标准的其他病例遥 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就诊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遥 治疗组
远园 例袁其中女 源圆 例袁男 员愿 例袁年龄 员远耀猿猿 岁袁平均

圆猿 岁袁病程 圆 个月耀愿 年不等遥 其中玉级 员园 例袁域级

圆猿 例袁芋级 圆苑 例曰对照组 远园 例袁其中女 源源 例袁男 员远
例袁年龄 员愿耀猿苑 岁袁平均 圆源援缘 岁袁病程 员 个月耀员园 年
不等遥 其中玉级 员猿 例袁域级 圆远 例袁芋级 圆员 例遥 两组
患者性别尧年龄尧病程经统计学处理袁无显著性差异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遥

皮疹院散发曰域级渊中度冤院玉级 垣 浅在性脓疱袁炎症

性皮疹数目增加袁局限于面部曰芋级渊重度冤院域级 垣
深在性炎症性皮疹袁发生于颜面尧颈部和胸背部曰郁
级渊重度原集簇性冤院芋级 垣 囊肿袁易形成疤痕袁发生
于上半身遥
员援圆

方法
治疗组院以泻火养阴颗粒治疗袁其组成有金银花

员缘 早尧黄芩 员园 早尧黄柏 员园 早尧蒲公英 员缘 早尧紫花地丁

员缘 早尧野菊花 员缘 早尧紫背天葵 员缘 早尧玄参 员缘 早尧生地
圆园 早尧知母 员园 早尧生山楂 员缘 早尧桔梗 员园 早 等遥 给药采

用配方颗粒渊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冤袁每日 员 剂袁员
日 圆 次袁分早晚冲服曰于对照组院口服丹参酮 源 粒 辕

次袁猿 次 辕 凿遥圆 组病例均以 源 周为 员 个疗程袁一般治疗

猿 个疗程遥猿 个疗程后评定疗效袁停药后观察 员 个月遥
治疗期间适当注意饮食袁 并停用其它影响本临床研
究的药物或治疗方法遥

疗效判定标准 咱源暂院目前痤疮治疗疗效评定尚未

有统一的标准袁 皮损计数法是目前公认的临床痤疮
咱员暂

参照叶临床皮肤病学曳的诊断标准 以及叶实用

中医外科学曳中的辨证分型 遥 肺胃热盛证院主症院淤
咱圆暂

以黑头粉刺尧红色丘疹为主袁或伴浅表性小脓疱尧少

分级法袁它由于准确度和敏感性高袁可用于临床新药

及新疗法的观察遥此法将面部分为 缘 区袁即额尧左颊尧
右颊尧鼻及下颌袁分别记录每区皮损的数目袁根据皮

量结节等曰于新发炎性皮损红肿疼痛遥 次症院淤颜面

损数量尧形态尧颜色尧质地尧肿痛及分布范围评分遥 皮

潮红油腻曰于口干口苦曰盂大便秘结曰榆尿黄遥 舌象院

损的消退情况则对比治疗前后照片遥 皮损改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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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渊治疗前皮损数原治疗后皮损数冤 辕 治疗前皮损
数伊员园园豫遥 痊愈院治疗后皮损总数减少逸怨园豫曰显效院

治疗后皮损总数减少 远园豫耀愿怨豫曰有效院治疗后皮损
总数减少 圆园豫耀缘怨豫曰无效院治疗后皮损总数减少约
圆园豫曰 有效率越渊痊愈例数垣显效例数冤 辕 总病例数伊
员园园豫遥
员援猿

采用治疗前后自身对照和组间对照的方法袁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 字 检验袁 采用 杂孕杂杂员员援缘 软件进行
分析遥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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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药配伍精准遥 泻火养阴颗粒由五味消毒
饮合增液汤加减而来院 五味消毒饮是治疗疔毒的常
用名方袁现代常应用于感染性疾病袁以及其他原因引
起的急性炎性病变遥 方中金银花尧野菊花袁功擅清热
解毒散结袁二药相配袁善清气分热结曰蒲公英尧紫花地
丁均具清热解毒之功袁为痈疮疔毒之要药曰蒲公英兼
能利水通淋袁泻下焦之湿热袁与紫花地丁相配袁善清

统计学方法
圆

圆

学

血分之热结曰紫背天葵能入三焦袁善除三焦之火曰增
液汤由玄参尧麦冬尧生地组成袁野寓泻于补袁以补药之
体袁为泻药之用袁既可攻实袁又可防虚冶遥 此外黄柏清
热燥湿袁泻火解毒遥既清肾中之火袁亦清肺中之火曰知

果

母辛苦寒凉袁下则润肾燥而滋阴袁上则清肺金泻火清

所有入组患者在服药前后均进行血尧尿常规和

肺袁亦泻胃中之热遥 桔梗谓诸药舟楫袁载药上行于头

肝肾功能的相关指标监测袁两组均未发现肝肾功能

面袁共奏药效遥本组病例在治疗后面部红赤尧丘疹尧脓

明显异常者袁 其中有 员苑 例表现血尿常规指标的改

变袁与女性月经期或尿道炎有关曰两组病例在服药期

疱减轻或消退袁伴有症状如口渴尧口臭袁便秘尧溲黄袁
舌红苔黄袁脉数等也逐步改善如常遥

间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袁说明泻火养阴颗粒和丹参
酮均较安全遥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见表 员遥
表员

猿

颗粒调配冲服袁 每味中药配方颗粒均有统一的质量

两组不同药物治疗肺胃热盛型寻常痤疮临床疗效比较
咱灶渊豫冤暂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例数
远园
远园

痊愈
员园
园圆

显效
圆缘
员员

与对照组比较袁元孕 约 园援园员遥

讨

好转
圆圆
圆员

无效
园猿
圆远

三者中药质量标准统一遥 该组病例均采用配方

总有效率
缘苑渊怨缘援园冤鄢
猿源渊缘远援苑冤

论

执行标准袁具有传统饮片的性味归经尧功效主治袁同

时还具有安全尧高效尧稳定尧可控的特点咱远暂遥 而在传统

的中药煎取过程中袁不同的药材产地和批次尧患者各
自的煎煮方法和时间尧 煎取药物的保存等因素都会
影响药物疗效袁从而影响对病例的观察遥在本组病例
中均采用配方颗粒袁 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人为因素
对疗效的影响袁更具客观性遥

痤疮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袁笔者通过对本组

总之袁通过本组病例观察结果表明袁泻火养阴颗

病例观察袁认为须在以下几方面予以把握才能取得

粒对于肺胃热盛型痤疮有良好的临床疗效袁 且安全

良好效果院首先辨证须准确遥 朱丹溪认为袁野人受天

性好袁不良反应少袁值得临床推广遥

地之气以生遥 天之阳气为气袁地之阴气为血袁故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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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袁血常不足冶

遥 痤疮好发之时袁正是男女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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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之际袁阳气充足袁生机旺盛袁肺经蕴热袁复受风
邪袁熏蒸面部而发曰二因脾胃失健或过食辛辣肥甘之
品袁助湿化热袁湿热互结袁上熏面部而致曰故痤疮发
病袁以火热阳证尧实证居多遥 本组痤疮病例见面部丘
疹色红袁或有脓疱袁或红肿疼痛袁面部潮红油腻袁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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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热盛之表现袁且火热易耗阴伤津袁野壮火食气冶极易
损伤正气袁而使全身功能减弱袁更显阳有余而阴不
足袁加重痤疮症状遥因此本组病例均辨证为肺胃热盛
证袁以泻火养阴为治则袁损有余而补不足袁清泻实热
为主袁养阴生津为辅袁调节平衡野阳盛冶之体袁阴平阳
秘袁而达清痤之功效遥如若辨证不准确袁则无从论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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