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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清热散结、益气滋阴之法治疗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80 例

糖尿病性神经病变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40 例和对照组 40 例，治疗组给予清热散结、益气滋阴组方治疗，

对照组予依帕司他胶囊 50mg 口服，每日三次。观察两组主要临床症状、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的传导速度、
糖脂代谢及超敏 C 反应蛋白以及 25-羟维生素 D3 的变化情况。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空腹血

糖和餐后血糖水平、TC、LDL-C、CRP 水平降低（P＜0.05），与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运动

神经和感觉神经传导速度不同程度改善，其中正中神经改善更为明显（P＜0.01）。同时治疗组的 25（OH）D3
水平升高，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明显（P＜0.05）。对照组和治疗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77.5%、90.0%。结论

清

热散结、益气滋阴法治疗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可显著改善主要临床症状，能提高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的
传导速度、改善糖脂代谢、降低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升高 25-羟维生素 D3 水平，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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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是糖尿病(DM)常见的

肝郁化热，导致热、郁、结并存。本研究从肝出发，通

慢性并发症之一，起病隐匿，症状持续时间长，发病机

过解决热郁结入手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另外，

制复杂、多元化，常可累及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产生

有研究发现，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复杂机制中，维生素

感觉障碍及运动障碍，致残率较高。严重降低了糖尿

代谢通路里的血清 25（OH）D3 水平低下是 DPN 的独

30% 的 糖 尿 病 病 人 有 对 称 性 远 端 周 围 神 经 病[1]。 因

血清 25（OH）D3 为重要的检测指标。笔者导师根据多

人们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

治疗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取得较好疗效。该研究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据统计，约 25% 的糖尿病前期和
此，探索更有效的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方法是
当今，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及
实验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较大进展。临床治疗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较常用的治疗方法有益气、养阴、
活血通络、温阳、益肾等[2-4]。笔者导师多年临床实践
发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很多存在肝失疏泄、

立危险因素[5]。 而中医药对此研究较少。本研究则以
年临床实践经验，在临床以清热散结、益气滋阴之法
进一步观察了在中医清热散结、益气滋阴之法干预
下，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症状、糖脂水平、神

经传导速度、C 反应蛋白的变化，同时探索了该法对 25

（OH）D3 的的影响，报告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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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病例筛选标准
1.1.1 纳 入 标 准 ：① 采 用 WHO 疾 病 诊 断 标 准 (

1999 年)确诊为 2 型糖尿病（DM）的患者。②在诊断糖

尿病时或之后出现的神经病变。③临床症状和体征
与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的表现相符。④踝或膝反
射异常；针刺痛觉异常；振动觉异常；压力觉异常。以

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超敏 C 反应

蛋白；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 25-羟维生素

D3 水平；采用 Keypoint 肌电图仪测定感觉神经传导速
度、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分析系统进行统计分析。计

上 4 项中任 1 项异常则诊断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数资料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 t 检验。P＜0.05 为有统

梗死、严重肝肾疾病等[6]。研究已通过伦理委员会论

2.4

⑤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如颈腰椎病变、脑
证，每位符合标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计学意义。

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国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疗效标

1.1.2 排除标准：①合并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者；②

准 及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新药糖尿病(消渴病)

全者；④其他疾病引起的神经病变者；⑤不能按计划

制定：①显效：症状体征明显减轻，症状资料积分下降

1.2

症状体征有所减轻,症状资料积分下降大于 30% 或/和

[7]

合并糖尿病肢体坏疽者；③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不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8] 结合神经电生理检测值的改善

治疗的患者。

大于 50% 或/和神经传导速度提高大于 5 m/s；②有效：

一般资料
全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病例 80 例, 均来自我院

2016-2017 年的门诊和病房。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 40
例和对照组 40 例。治疗组中年龄最大者 70 岁, 最小

者 34 岁;其中男性 22 例, 女性 18 例; 发现糖尿病周围
神经病变病程 1-15 年; 并发高血压者 16 例, 并发冠心

神经传导速度提高 3-5 m/s 者；③无效：症状体征无减
轻,症状资料积分下降小于 30% 或/和神经传导速度提
高小于 3 m/s 者。
3

结果

病者 12 例, 并发糖尿病肾病者 7 例, 并发糖尿病视网

3.1

35 岁;其中男性 21 例, 女性 19 例; 发现糖尿病周围神经

状方面，治疗组与对照组较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改

10 例, 并发糖尿病肾病者 6 例, 并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较，治疗组症状改善更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的优势。

膜病变者 19 例。对照组中年龄最大者 69 岁, 最小者

主要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见表 1

经统计，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所具备的临床症

病变病程 1-16 年; 并发高血压者 14 例, 并发冠心病者

善，组内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与对照组比

者 17 例。两组病例在年龄、性别、病程方面无显著性

＜0.05）。 提示治疗组在改善临床症状方面具有一定

2
2.1

表1

方法
观察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糖尿病教育，实施个体化的饮食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积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0

30.9±8.0

21.5±8.4**

治疗组

40

31.6±7.1

18.3±7.3**△

及运动方案，维持原有口服降糖药或胰岛素、降压等

注：*治疗前后比较 P＜0.05，**治疗前后比较 P＜0.01。△与对照组比

mg 日三次口服。治疗组给予清热散结、益气滋阴中药

3.2

15 g、人参 8 g、女贞子 15 g。上方药加水适量, 每次水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常伴随脂代谢紊乱及炎性改变。

周为一个疗程，观察 8 周。

血糖和餐后血糖水平均不同程度降低，差异具有统计

西医基础治疗。2 周后对照组给予依帕司他胶囊 50
治疗，组方如下：夏枯草 30 g、番石榴叶 30 g、三白草

煎取汁 200 mL，日 1 剂，早晚 2 次饭前 30 min 温服。4
2.2

两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监测情况

3.2.1 两组治疗前后糖、脂代谢的情况，见表 2。糖

该研究结果显示，较治疗前，对照组和治疗组的空腹

观察指标

学意义（P＜0.05），其中治疗组的餐后血糖较对照组改

安全性监测；主要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一般指

善更为明显（P＜0.01）。两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较治

标：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
2

较 P＜0.05。

疗前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已经显示出降低趋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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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观察时间较短有关。在血脂 TG、TC、HDL-C、LDL-

间比较，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 CRP 水

LDL-C 水平有所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

比较，治疗组 CRP 下降更明显（P＜0.05）。

C 方面，组内比较，对照组无明显变化；治疗组的 TC、
表2

平均有所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

两组治疗前后糖、脂代谢情况比较

对照组

项目
FBG(mmol/L)
PBG(mmol/L)

HbAlc(%)

治疗前

治疗后

例数

治疗前

40

8.97±1.62

8.13±1.46*

40

8.62±1.53

7.38±1.17*

7.83±1.65

7.37±1.82

40

7.90±1.44

7.33±1.54

5.90±1.66

5.77±1.52

5.97±1.52

5.24±1.43*△

40

10.87±2.01

40

1.96±0.73

40

TG(mmol/L)
TC(mmol/L)

40

HDL-C(mmol/L)

40

LDL-C(mmol/L)

9.9±2.23*

1.98±0.83

1.17±0.63

40

CRP(g/L)

治疗组

例数

40

表3
组别

例数

时间

治疗组

40

治疗前

对照组

40

治疗前

40

治疗后

40

治疗后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腓总神经

正中神经

腓总神经

39.68±6.32

38.46±5.17

35.13±4.77

36.64±6.13

38.74±5.85

36.97±5.35

36.46±6.03

38.47±5.83

45.91±6.98**

41.23±5.86*

45.80±6.01**

著（P＜0.01）。 且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25（OH）D3 水
平改善更明显，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两组治疗前后 25（OH）D3 水平比较（nmmol/L）

对照组

40

38.12±6.73

治疗组

40

37.84± 7.06

5.08±1.98*△

明显（P＜0.01）。两组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治疗后
60.03±8.52**

67.41±6.96**△

注：**治疗前后比较 P＜0.01；△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3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5。经治

疗，对照组显效者 7 例，有效 24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77.5%；治疗组显效者 11 例，有效 25 例，无效 4 例，总有
效 率 90.0%。 两 组 总 有 效 率 具 有 统 计 学 差 异（P＜

0.05）。总表中分析可以看出，两组的有效患者数相
当，约为 60%，总有效率的差异集中体现在显效的患

42.52±5.34**

42.33±4.26**

40.75±5.87*

43.25±5.76**
42.65±5.17**

者数量上，因此，治疗组较对照组临床疗效具有数量
优势的同时，在疗效质量上的提升更具意义。

治疗后，两组的 25（OH）D3 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差异显

治疗前

6.02±2.25

3.01±1.33*△

正中神经

治疗前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 25（OH）D3 水平均较低。

例数

1.19±0.52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传导速度比较（m/s）

3.2.3 两组治疗前后 25（OH）D3 水平比较，见表 4。

组别

1.78±0.79

觉神经传导速度均得到改善，其中正中神经改善更为

注：*治疗前后比较 P＜0.05，**治疗前后比较 P＜0.01。

表4

8.9±1.72**△

1.14±0.55
3.87±1.21

40

注：*治疗前后比较 P＜0.05，**治疗前后比较 P＜0.01；△与对照组比较 P＜0.05。

与治疗前相比，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的运动神经和感

1.89±0.87

40

5.21±1.62*

3.2.2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传导速度比较，见表 3。

40
40

3.89±1.53

5.96±1.87

11.94±1.87

40

1.16±0.89

4.03±1.26

40

治疗后

表5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0

治疗组

40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
显效

7（17.5%）

11（27.5%）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4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24（60.0%） 9（22.5%） 31（77.5%）

25（62.5%） 4（10.0%） 36（90.0%）△

讨论
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DPN）起病隐匿，DPN 早

期症状以感觉障碍为主，但在临床症状出现前，电生
理检查往往呈运动神经及感觉神经均有累及。临床
呈对称性疼痛和感觉异常，下肢症状较上肢多见。感

觉异常有麻木、冷热、蚁行、虫爬、触电样甚至刀割样
疼。DPN 引起的下肢感觉异常多引起下肢溃烂，严重
者可致截肢，极大地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给家庭

和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由于对 DPN 的发病机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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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明确，目前，临床上对 DPN 的治疗仍以控制血

配合西药，疗效较好[3]。另有专家[4]坚持血瘀证贯穿始

过去学者对 DPN 发病机制的研究主要在长期高血糖

肾气虚兼血瘀、脾肾阳虚兼血瘀、肝脾肾俱亏兼血瘀 4

糖和对症治疗为主，尚无逆转 DPN 进展的治疗方法。
症刺激导致的代谢紊乱方面。这些代谢通路包括多

元醇通路、蛋白激酶 C 通路、己糖胺通路及糖基化终末

产物堆积。信号通路的异常打破了细胞内线粒体的
稳态，导致活性氧自由基积聚。活性氧自由基的增加

终，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分为肝肾阴虚兼血瘀、脾

种证型。涉及肝脾肾三脏。针对以上病机，辨证论
治，取得较好疗效。韩李燕[14]从经络角度辨证论治，阐

述 DPN 是一个逐步发展的慢性病理过程，消渴病久治
不愈，使正气耗伤，脉络空虚，正虚邪凑，外邪乘虚入

又与炎症反应和神经元损伤密切相关。最近几年，一

中经络，脉络痹阻; 或痰凝、血瘀、阴虚、阳虚致使脉络

些新机制被发现，其中包括神经营养不足、脂代谢、胰

涩滞、脉络失于温煦。吴瑶等[15] 认为糖尿病性周围神

岛素抵抗、生长因子、血流变学异常、维生素代谢异常

经病变涉及部位广,损及脏腑常为两脏甚至多脏，非单

[9]

等。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了代谢通路 。

独一脏，实为全身性疾病，与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相

循环障碍方面包括微小血管结构功能异常、血管活性

适应。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病程发展与六经病的

因子改变、血流变异常。氧化应激方面以清除自由

演变息息相关。尤其六经病变证, 常具有表里相兼、

基、提高抗氧化能力等保护神经细胞为主。而神经营

虚实夹杂、寒热错杂的特点，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养营养障碍方面，神经营养因子的中医药研究较多，

特点更契合。如临床运用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合当

[4]

因其主要与雪旺细胞的合成和凋亡相关 。

有研究发现，维生素 D 对机体糖代谢以及神经细

胞具有调节作用。当糖尿病患者维生素 D 缺乏时可
致糖代谢异常，从而致使神经细胞功能受到损害，加

重或促进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而 25（OH）D3 是维
[10]

生素 D 在体内存在的主要形式，可反应机体维生素 D
的水平。新近研究发现，单纯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合
并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 25（OH）D3 水平相比，后者更

归四逆汤治疗中重度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取得了良
好效果。导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变早期，常存在肝热，肝失疏泄，经络血脉郁结，伤气
伤阴，日久及肾。针对早期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四
诊特点，临床以“肝主筋脉”
“ 肝藏血”为依据，从肝论
治，采用清肝热、散经脉郁结、益气滋阴之法，方选夏
枯草、番石榴叶、翻白草、女贞子及人参五味药。
方中夏枯草为君药，
《得配本草》载夏枯草曰“微

低 。血清 25（OH）D3 水平低下是 DPN 的独立危险

辛、微苦,气寒。入足厥阴经气分。解阴中郁结之热,

中医历代医家多将 DPN 归属为“筋痹”
“脉痹”
“痿

阳之气,或谓察纯阴之性”具有调和阴阳之功。
《滇南本

[11]

因素。

证”
“ 血痹”等范畴。中医对 DPN 的辨证大致分为气

通血脉凝滞之气”
《
, 本草思辨录》云夏枯草“或谓察纯

草》：
“ 祛肝风，行经络，行肝气，开肝郁，止筋骨疼痛”。

血、脏腑、六经等，主要论治原则多为从脾论治、从肾

现代药理学研究夏枯草具有降糖、降压、抗炎、调节免

论治、从气血论治、从瘀论治、从痰论治、从湿论治、从

疫等功效[16]。

六经论治等，以健脾运脾、补气养血、活血通络、化痰

臣药番石榴叶、翻白草为民间地方药材。其中番

祛瘀、利湿化湿之法，采用中药内服与中药足浴、按

石榴叶味甘、涩,性平,是番桃果木之叶,具有甘平养胃,

[12]

摩、针灸等措施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张熙芮等 临床

多应用运脾和络法治疗 DPN，认为 DPN 的病机是脾气

生津止渴,敛涩固阴之效,民间用其代茶饮。有研究发
现[17］其对正常人及糖尿病患者有确切降糖作用,并能

亏虚，瘀浊阻络。脾虚运化水谷无力，则精微物质不

够降脂降压,改善供血等。翻白草味甘、辛,性寒,归肺、

能充达四肢肌肉筋脉，则表现为四肢萎软无力、麻木

膀胱经,主产于中国东南地区,具有清热解毒、利水消

等。许公平从气血角度认为糖尿病日久，或气虚不能

肿的功效。其辛可散，甘可缓，寒可清，针对经脉郁滞

统血; 或阴虚血热，虚热与血搏结; 正气衰而脾肾虚，

具有良好效果。现代药理研究，它具有抑制醛糖还原

或痰湿瘀胶结阻塞脉络，又久病入络以致经脉不利、
气血阴阳失和。因此多从气虚血瘀，阳虚血瘀、阴虚

血瘀，湿瘀阻络辨治 DPN 。也有学者考虑糖尿病周
[13]

围神经病变涉及气虚、肝肾亏虚等，在此辨证基础上
4

酶的作用,多糖降糖效果明显[18］,能够增强超氧化物歧
化酶的活力,降低丙二醇下降等。

佐药人参、女贞子益气养阴、生津止渴。人参甘
微苦,温,入脾、肺经,具有大补元气,固脱生津之效,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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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劳,消渴及气血津液不足之证。
《主治秘要》谓之可

“补元气,止泻,生津液”
《药性论》
,
述其“主五脏气不足,

五劳七伤,虚损瘦弱”,故佐以人参益气、补中、生津。
女贞子味甘,苦,性凉。归肝、肾经，可滋补肝肾。
《景岳

医辨证结合现代药理研究，中西互参，契合早期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主要病机特点。全方药性平和，紧
抓病机，凉温并用，标本兼顾，清补兼施。
通过该研究发现运用清热散结、益气养阴法干预

全书》云“能养阴气,平阴火,解烦热骨蒸,止虚汗消渴”,

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后，相比西药对照组，治

《本草崇原》谓其“察三阴之气,岁寒燥守,因以为名。

疗组能够改善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主要临床症状、

味苦性寒,得少阴肾水之气也。凌冬不凋,得少阴君火

提高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的传导速度、改善糖脂代

之气也。作蜡坚白,得太阴肺金之气也。结实而园,和
太阴脾土之气也。四季常青,得厥阴肝木之气也。女
贞属三阴而察五脏五行之气,故主补中,安五脏也”。
是故女贞一味是益肾养阴之良药。
综观全方,夏枯草作为君药，清热散郁结,而番石
榴叶、三白草养阴生津、清热解毒,人参、女贞子益气养
阴、生津止渴,全方共奏清热散结、益气滋阴之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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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ment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by Yiqi Yangyin Qingre Sanjie Method*
Wang Lei1 ，Qin Lingling2 ，Lou Xien1 ，Wang Rui1 ，Liu Mingjing1 ，Lu Wenling1 ，Fang Xin1 ，Liu Tonghua3
(1. Thir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China；2. Beijing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5

★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 Beijing 100029，China；3.Key Laboratory on Health Cultiv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observe the treatmenteffect of Chinese prescription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Yi Qi Yang Yin and Qing Re San Jie in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Methods

The 80 diabetic neuropath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N=40) and control group (N=40).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Yiqi

Yangyin and Qingre Sanjie recipe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palrestat capsule (50mg) orally, three times

perday. 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were sensory nerve and motor nerve conduction speed, glycolipid metabolism,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and 25-hydroxyvitamin D3.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ymptoms related to diabetic neuropathy, glycolipid metabolism,meantime decreasedthe level of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owev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much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can also significantlyincreased the level of 25-hydroxyvitamin D3. In additiation,
the methods bot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where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urative effect, the treatment group showd a better effect in the diabetic neuropathy.
CONCLUSION

Yiqi Yangyin and Qingre Sanjie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It canincrease the conduction speed of sensory and motor nerves, improve glycolipid
metabolism and the level of 25-hydroxyvitamin D3 and reduce the level of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Keywords: Yiqi Yangyin, Qingre Sanjie, Diabetes, Peripheral Neu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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