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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厘散对手足创伤患者疼痛阈值和心境状态的影响

王振继△

(河北省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 霸州 065700)

摘要 目的:观察七厘散对手足创伤患者术后疼痛程度和心境状态的影响。方法:收集120例手足创伤患者,根据止痛方法不

同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60例,对照组采用止痛片进行止痛治疗,治疗组采用七厘散进行止痛治疗,分别统计分析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的疼痛阈值和心境状态量表得分情况。结果:经治疗,两组患者的疼痛阈值均显著提高,同时治疗组患者的疼痛

阈值升高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在紧张、慌乱、抑郁、易怒及疲乏量表的得分显著降低,在精力及

自尊心量表的得分则显著提高,同时治疗组患者心境状态的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相比于止痛片,七
厘散可以有效提高手足创伤患者的疼痛阈值,降低患者消极情绪,提高积极态度,适合在临床治疗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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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的临床护理工作中,创伤后疼痛已经成为继血

压、呼吸、脉搏、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同时也是手足

创伤患者术后最难忍受的症状[1],创伤术后的疼痛耐受程度

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恢复程度、运动能力及后期生活质量。清

代《良方集腋·损伤门》中记载由血竭、冰片、麝香、红花、朱
砂、儿茶、没药组成的七厘散粉末,又名“伤科七厘散”,配以

黄酒口服或调和外敷具有活血化瘀、止血止痛的功效,对治

疗跌打损伤、筋骨断折造成的淤肿疼痛及刀伤出血具有良好

功效。目前,七厘散多用于中医伤科治疗中的跌打损伤、软
组织挫伤等方面,但对于手足创伤术后及骨折的内固定造成

的疼痛缓解和患者心境状态的影响却应用甚少。本研究中,

以常用的止痛片作为对照,分析七厘散对手足创伤患者术后

疼痛及心境状态的影响,旨在能够扩大七厘散药用范围,减
少资源浪费及患者的经济负担,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于河北省廊

坊市第四人民医院手足外科治疗的120例手足创伤患者,所
有患者均符合相关纳入与排除标准。根据术后止痛方式不

同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60例。对照组采用止痛片止

痛,治疗组采用七厘散止痛。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创伤位

置、肿胀 程 度 等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内容均经家属知情同意

并由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进行。

1.2 病例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年龄<60岁;(2)术前诊断为创伤性的肢

体损伤;(3)心、肺、肝、肾等脏器无严重病变;(4)半年内未接

受过手术治疗;(5)无药物过敏者;(6)其他部位无严重合并

伤。排除标准:(1)老年创伤患者;(2)诊断除手足部位外合

并有其他部位严重创伤的患者;(3)有肿瘤病史或其他系统

性疾病的患者;(4)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需要转科治疗的患

者;(5)有药物过敏史的患者;(6)病理性骨折的患者;(7)妊
娠及哺乳期妇女。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n(%)]

一般资料 对照组
(n=60)

治疗组
(n=60) χ2 P

年龄(岁) <45 23(38.33) 25(41.67)

≥45 37(61.67) 35(58.33) 0.14 >0.05

性别  男 34(56.67) 32(53.33)
女 26(43.44) 28(46.67) 0.13 >0.05

创伤位置 手 35(58.33) 38(63.33)
足 25(41.67) 22(36.67) 0.31 >0.05

肿胀程度 轻度 43(71.67) 44(73.33)
重度 17(28.33) 16(26.67) 0.14 >0.05

1.3 治疗方案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包括抗感染、抗休克、物理及

药物消炎、限制活动等,局部肿胀严重的患者给予石膏固定

辅疗。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止痛片(天津力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止痛治疗,1次/片,3次/d,可酌情增

加1片,连用3d;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七厘散

(齐齐哈尔参鸽药业有限公司)口服治疗,首次服用3.0g,之
后减为首次剂量的一半即1.5g,2次/d,疼痛过甚者可酌情

临睡前加服1次,用黄酒或温水送服,连用3d。

1.4 肿胀诊断标准[2]

  肿胀较轻,皮肤纹理基本平顺,用手指按压局部肿胀部

位无明显凹痕出现者为轻度;肿胀明显,皮肤纹理紧绷,皮肤

发亮,手指按压后有明显凹痕出现,更甚者出现水泡或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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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重度。

1.5 观察指标

1.5.1 疼痛阈值测定[3]:采用达芬奇诱发电位/肌电图仪对

患者创伤部位的疼痛阈值进行检测。检测时患者采用卧坐

体位,嘱咐患者放松,用酒精棉球擦拭电极表面和皮肤后将

电极轻放于测试部位表面,注意不要施加压力,将阴极置于

小孔处,水平面朝上阳极在阴极内侧。电极刺激电流从0
mA开始,以0.5mA的幅度逐级增加,每次刺激时限为0.1
ms,频率为3Hz,当患者感觉针刺样痛感或有明显躲闪行为

时的电流即其疼痛阈值,测试时先做一次试刺实验。分别检

测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的疼痛阈值,记录测量最低值为其疼

痛阈值。

1.5.2 心境状态[4]:本研究采用简明心境状态量表(POMS)

对患者的心境状态进行测评,该量表由紧张、慌乱、抑郁、易
怒、疲乏、精力及自尊感7个分量表组成,各分量表均以百分

制进行计算,其中紧张、慌乱、抑郁、易怒、疲乏量表的得分越

高表示患者心境状态越差,精力和自尊感量表的得分越高表

明患者心境状态越好。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软件SPSS19.0进行数据整合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

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阈值比较

分别评估记录两组患者止痛治疗前、后的疼痛阈值,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疼痛阈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两组患者的疼痛阈值明显升高,且治疗组患者的疼痛阈

值升高阈值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阈值比较(I/mA,췍x±s)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对照组 60 2.97±0.54 3.15±0.22 2.39 <0.05
治疗组 60 2.95±0.53 3.31±0.22 4.86 <0.05
t 0.20 3.98
P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境状态比较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OMS的各分量表的内容进行评

估计分,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前在紧张、慌乱、抑郁、易怒、疲
乏、精力及自尊心量表的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在紧张、慌乱、抑郁、易怒及疲乏

量表的得分显著降低,在精力及自尊心量表的得分则显著提

高,同时治疗组患者各积分表的改善状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境状态比较(췍x±s)

组别 n
紧张 慌乱 抑郁 易怒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60 71.29±6.27 53.62±6.76* 72.38±6.51 61.13±5.96* 71.18±7.19 59.71±6.87* 66.67±6.72 49.21±6.28*

治疗组 60 70.62±6.46 44.72±6.26* 74.31±6.57 52.15±6.01* 71.23±7.11 47.51±6.05* 66.72±7.10 39.12±5.66*

t 0.58 7.48 1.62 8.22 0.04 10.32 0.04 9.2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组别 n
疲乏 精力 自尊感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60 65.27±6.56 53.25±6.12* 40.12±6.40 53.07±7.37* 38.87±7.32 48.57±5.94*

治疗组 60 66.05±6.84 39.97±4.83* 40.60±6.18 63.65±7.45* 39.55±7.12 60.40±6.23*

t 0.64 13.19 0.42 7.82 0.52 10.6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 论

  痛觉是个体在生理、心理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一种自我的主观感受,高强度的痛觉造成的疼痛感是临床外

科手术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手足创伤尤其是骨科相关手术

的创伤面积较大,很容易造成患者术后疼痛的发生。一般程

度的疼痛只需要给予患者一定的心理帮助和适宜的恢复环

境,而疼痛程度较大者很容易造成血管、肌肉的收缩,导致手

术创伤部位缺氧、缺血以及水肿,甚至发炎、感染等,影响伤

口的愈合和预后。此外,持续的疼痛很容易给患者造成焦

虑、烦躁、易怒、抑郁等负面情绪,影响患者的恢复及生活[5]。
疼痛和肿胀是手足创伤患者术后较易产生的症状,目前临床

上手足创伤患者术后的止痛多采用止痛片等西药制剂。止

痛片的主要成分是氨基比林、非那西丁、咖啡因、苯巴比妥

等,此类药物主要是通过对产生疼痛的局部末梢神经和局部

炎症物质产生作用而降低疼痛程度,但对由于手术创伤所造

成的肿胀程度的缓解却收效甚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
类药物的副作用较多,一方面频繁使用可能会导致患者对其

产生一定的依赖作用,另一方面药物本身的一些成分(如氨

基比林)在体内代谢会生成致癌物质,对患者的生存质量造

成影响,因此其临床应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现代医学认为,肿胀是由毛细血管受损,血管通透性增

加或血管破裂,血管内液外渗到组织间隙而造成的,其表现

为肢体充血水肿、活动障碍及疼痛。在中医上,将疼痛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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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瘀症。中医认为肢体损伤可伤及气血,伤血则血瘀为肿,
伤气则气滞为痛,气滞血瘀为外伤病痛之病机[6],故治疗应

以理气与活血为主。七厘散是由血竭、麝香、冰片、儿茶、没
药、红花、朱砂、乳香等多味中药组成的治疗跌打损伤的良

药,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作用。其中主药血竭重在血

分,可以加速血流、防止血栓形成,具有活血化瘀、生津止血

的功效。肖鹏等[7]研究表明,使用七厘散可以有效改变血流

动力学、改善血液的高黏、高凝状态,从而达到预防深静脉血

栓形成及活血化瘀的功效。《本草纲目》中记载,红花具有活

血、通经、止痛、散血、润燥的功效,在药理学上主要表现为镇

痛、抗炎,因此对手术创伤后的因血液微循环障碍造成的炎

症肿胀具有舒缓作用。乳香亦具有祛风止痛、活血舒筋之功

效,可以加速炎症的渗出,与红花合用对活血通经、行气祛

瘀、消肿止痛、去腐生肌具有重要疗效。乳香活血而没药散

血,有效改善血液微循环和血液凝集状态,降低血液黏度和

血小板聚集,有止痛、镇静、防止血栓形成的功效,一方面可

以加强主药血竭的功效,另一方面与乳香、红花等合用,达到

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的功效,在君药与辅药之间相互调

和,促进药效的稳定、有效发挥。儿茶味苦而性凉,既可活血

散瘀、消肿止痛,又可以清热解毒,对术后伤口的疼痛、红肿、
发痒等症状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朱
砂具有镇痛、静心、安神之功效,同时又兼具消炎、抗感染的

作用,对术后患者心境及伤口恢复大有裨益。麝香、冰片亦

具有镇痛、安神、消炎、抗感染的功效。诸药合用,能够达到

活血化瘀、补气安神的功效,有效缓解手足创伤患者术后因

伤口造成的郁结、肿胀,进而达到安神、止痛的目的。有学者

在小鼠实验中也证明了七厘散能够促进毛囊成纤维细胞增

殖、加速小鼠面部创伤部位的修复[8],也可以促进骨髓间充

质细胞的增殖和成骨分化,对改善创面微环境以及骨折患者

的恢复情况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在后期的手足创伤恢复中

值得研究和借鉴。

  疼痛阈值是评价疼痛耐受性的有效方法,是指机体在外

力刺激下,所能承受的最大疼痛程度,通常患者的疼痛阈值

越高,表示患者的承受疼痛能力越强。疼痛阈值提高为合理

的、有效的调节方式,对机体益处较多,如减轻患者的疼痛,
提高患者身心舒适程度等。在本研究中,对患者的疼痛阈值

检测结果表明,选用止痛片进行止痛的对照组患者疼痛阈值

显著低于以七厘散进行止痛的治疗组患者疼痛阈值,上述结

果提示七厘散可以有效提高手足创伤患者的疼痛承受能力,
使患者身心舒适,减轻疼痛的影响,从而利于患者的创口早

期恢复。手足创伤患者多为肢体受创而影响其肢体功能,术
前对于创伤的情况及手术效果心存疑虑,术后对预后过度担

忧,患者心理的应激反应时间较短,因此较容易存在情绪波

动,其中以负面情绪最为突出[9],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排解而

任其积累增长,必然会影响到患者临床治疗的依从性和手术

的顺利进行,以及患者后期功能恢复的积极性,因此在手足

创伤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进行积极的干预,缓解不良情绪,对
患者的身体恢复及生活质量十分重要。本研究以POMS量

表对两组患者的心境状态进行评估比较发现,两组患者治疗

前心境状态并无明显差别;经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在抑郁、慌
乱、疲乏、易怒、紧张量表的得分明显降低,负面情绪改善程

度显著优于对照组,而精力及自尊心的得分则显著提高,心
境状态有效改善。经分析,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两

组患者所选止痛方式不同。止痛片中药物成分对缓解创口

疼痛具有一定功效,但是对安定心神、行气活血、提高患者的

精神状态却有所缺失,甚至因药物依赖而造成的心烦、狂躁

等会对患者的情绪及生活质量造成一定的伤害。七厘散中

诸药分别具有活血化瘀、止痛消肿、补气安神、消炎杀菌、促
修复的功效,在缓解患者创口痛感的同时对其微循环进行改

善,可以有效缓解患者伤口的肿胀,降低患者的不适感。儿

茶性凉,清热解毒,能够有效缓解创口部位的发热、发痒而达

到静心、安神的功效,进而平息患者的心绪。麝香安神、冰片

消炎、朱砂镇痛、安神、抗感染,诸药合用能够消除术后创口

恢复过程中的多种不良因素及造成患者情绪波动的干扰因

素,使患者能有一个比较积极的恢复状态。同时,七厘散可

以促进骨质的恢复及伤口愈合等,患者恢复效果明显,心理

负担减轻,对后期的恢复亦会更加积极。此外,术前及术后

适当合理的心理辅导及相关知识的普及对患者及家属自我

心绪的调节也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七厘散具有活血化瘀、缓解肿痛、抗炎、杀菌、
促进创口愈合的功效,能够有效提高手足创伤患者术后的疼

痛阈值,并显著改善患者心境状态,提高恢复的积极性,因此

加强对七厘散功效的探索,合理利用药效对临床创口愈合具

有重要作用。此外,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和知识普及对改善

心理环境、减少疼痛亦具有重要作用,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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