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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湿行瘀清热方剂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2b溶液
口腔涂压治疗口腔扁平苔藓的临床分析

任玉华

(河北省定州市人民医院,定州 073000)

摘要 目的:探讨化湿行瘀清热方剂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2b(rIFN-α2b)溶液口腔涂压治疗口腔扁平苔藓(OLP)的疗效。方

法:选取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定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60例OLP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80例。两组均

予以常规对症治疗,观察组予以化湿行瘀清热方剂联合rIFN-α2b口腔涂压治疗,对照组仅予rIFN-α2b口腔涂压治疗。比较两

组的临床疗效及免疫炎症指标水平。结果:观察组治疗1个月及治疗12个月后的总有效率分别为93.75%、90.00%,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82.50%、77.50%(均P<0.05)。两组治疗后血清白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及CD8+ 水平均显

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CD3+、CD4+、CD4+/CD8+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均P<0.05)。观察组治疗后1年内复发率为11.25%,显著低于对照组的35.00%(P<0.05)。结论:化湿行瘀清热方剂

联合rIFN-α2b口腔涂压治疗OLP疗效显著,可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促进病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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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扁平苔藓(orallichenplanus,OLP)是临床
上常见的一种慢性非感染性口腔黏膜疾病,具有较
高的癌变风险,癌变率约为0.4%~3.3%,目前已
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潜在恶性病变的范
畴[1]。OLP好发于40岁以上的中年女性,可发生
于口腔黏膜任何部位,以颊部最为常见[2]。有研究
表明,细胞免疫功能的紊乱在OLP发病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3]。重组人干扰素α-2b(rIFN-α2b)是一种强
效抗病毒抑制剂,对于各类病毒性感染疾病均具有
较好的治疗效果。中医认为治疗 OLP的关键在于
清热、祛湿、化瘀。本研究旨在观察化湿行瘀清热方
剂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2b溶液口腔涂压治疗 OLP
的疗效以及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河北省定州市
人民医院收治的 OLP患者160例,病例纳入标准:
(1)符合《口腔黏膜病学(第3版)》[4]中OLP的诊断
标准;(2)年龄18~65岁;(3)近3个月内未接受激
素以及免疫调节治疗;(4)近1个月内未接受抗生素
治疗;(5)心智健全,能够知晓并且配合临床治疗与
研究;(6)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对本研究用药过敏或过敏性体质者;
(2)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胃溃疡以
及出血倾向性疾病者;(3)近3个月内有嗜酒、吸烟

史者;(4)燥热体质以及脾胃虚寒者;(5)合并严重牙
周病以及其他口腔黏膜疾病者;(6)合并其他感染或
全身系统性疾病者;(7)妊娠期以及哺乳期妇女。将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80例。观察组
中,男29例,女51例;年龄20~65岁,平均(48.32
±4.32)岁;病程2个月至12年,平均(20.13±
2.34)个月;发病部位:32例颊侧,24例磨牙后区,12
例舌部,8例口底,4例唇部;OLP类型:25例糜烂
型,55例非糜烂型。对照组中,男32例,女48例;
年龄22~61岁,平均(48.78±4.15)岁;病程3个月
至10年,平均(20.44±2.26)个月;发病部位:30例
颊侧,25例磨牙后区,13例舌部,9例口底,3例唇
部;OLP类型:28例糜烂型,52例非糜烂型。两组
年龄、性别、病程、发病部位及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已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本组患者采用常规综合治疗联合

rIFN-α2b口腔涂压:左旋咪唑15mg/kg,2次/d,口
服;予以曲安缩松注射液40mg加入2~4mL2%
利多卡因经黏膜下封闭注射,病损局部予以思密达
外涂;0.2g维生素 C及2片维生素 B口服,均
3次/d;注射用rIFN-α2b(浙江北生药业汉生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S19990025)100万 U加入5mL
0.9%的氯化钠溶液混匀后,以棉签蘸取适量涂压口
腔黏膜病损部位20s左右,然后更换棉签继续涂
压,重复3遍,2次/d。用药后30min内禁饮食,每
周用药3d。疗程为6周。
1.2.2 观察组 本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
用自拟化减治疗化湿行瘀清热方剂,药用:丹参、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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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薏苡仁各30g,百合20g,天冬、党参及玉竹各

15g,熟地、荆芥、防风及赤芍各12g,黄柏、蝉蜕、佩
兰、川芎及知母各10g,砂仁9g(后下),甘草9g。
每日1剂水煎至400mL左右,分为早、晚2次温服,
疗程为6周。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分别于治疗1个月后及治疗

12个月后,根据中华医学会制订的OLP(萎缩型、糜
烂型)疗效评价标准(试行)[5]进行疗效评价。(2)免
疫学指标: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空腹外周静脉血

2mL,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测定患者
血清中白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子(TNF)-α、
CD3+、CD4+、CD8+,并 计 算 CD4+/CD8+ 比 值,
ELISA检测试剂盒均购自深圳晶美生物试剂有限
公司。(3)安全性评估:于治疗前、后检查患者肝肾
功能、血尿常规,评估用药安全性。(4)预后情况:记
录两组患者治疗后1年内OLP复发率。
1.4 疗效评判标准

  (1)显效:疼痛、充血、糜烂等症状完全消失,病
灶白色条纹消失或较为轻微;(2)有效:症状显著改
善,自觉症状明显缓解;(3)无效:症状无改善甚至加
重。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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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观察组治疗1个月后、治疗12个月后的总有效
率分 别 为93.75%、90.00%,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的

82.50%、77.50%(均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疗1个月后 治疗12个月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80 41(51.25)34(42.50) 5(6.25) 93.75 40(50.00)32(40.00)8(10.00) 90.00
对照组 80 26(32.50)40(50.00)14(17.50) 82.50 24(30.00)38(47.50)18(22.50) 77.50
χ2 4.838 4.592
P 0.028 0.032

2.2 炎症因子水平

  治疗前,两组IL-6、IL-8、TNF-α水平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IL-6、IL-8、
TNF-α水平均明显降低(均P<0.05),且观察组显
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2。
2.3 T淋巴细胞亚群

  治疗后两组CD3+、CD4+ 及CD4+/CD8+ 比值
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均P<0.05),且观察组显著
高于对照组(均P <0.05);两组患者CD8+ 均显著
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见

表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췍x±s)

组别 时间 IL-6
/(ng/L)

IL-8
/(ng/L)

TNF-α
/(μg/L)

观察组 治疗前 23.81±2.42 3.45±1.01 21.15±2.84
治疗后 10.11±1.53*#1.02±0.57*# 12.34±2.36*#

对照组 治疗前 24.05±2.54 3.52±1.12 21.24±2.93
治疗后 14.78±2.31* 2.15±0.72* 16.04±2.52*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 比
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淋巴细胞亚群比较(췍x±s)
组别 时间 CD3+/% CD4+/% CD8+/% CD4+/CD8+

观察组 治疗前 55.09±7.13 33.49±5.32 31.32±5.48 1.07±0.52
治疗后 62.64±7.06*# 40.59±5.61*# 26.41±5.12*# 1.54±0.66*#

对照组 治疗前 54.79±7.32 33.12±5.69 31.54±5.31 1.05±0.47
治疗后 57.92±6.81* 35.78±5.42* 28.69±5.34* 1.25±0.53*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4 不良反应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无恶心、呕吐、腹痛及黏
膜灼伤等不良反应。
2.5 预后情况

  治疗后1年,观察组9例(11.25%)复发,对照
组28例(35.00%)复发,观察组OLP复发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χ2=14.557,P<0.05)。

3 讨 论

  OLP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多数学者
认为与机体免疫功能障碍、病毒感染、内分泌因素及
精神因素等相关。rIFN-α2b具有强效、广谱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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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对各类病毒感染具有具有显著效果,其能够阻
断病毒的复制,提高自然杀伤淋巴细胞毒素所具有
的活性,从而提高宿主的免疫能力[1-2]。临床研究证
实,应用rIFN-α2b能够有效控制病毒感染,提高机
体细胞免疫力,从而改善病情,促进康复。从理论角
度分析,应用rIFN-α2b局部涂抹按压口腔黏膜治疗

OLP,可使药物直接作用于病灶,快速、有效地抑制
病毒,部分药物还可进入血液循环而起到全身作用。
姚联珠[6]对手足口病患者应用炎琥宁静注配合

rIFN-α2b口腔黏膜涂压治疗,有效率达92.7%,较
常规治疗的60.9%显著升高,且未见不良反应。认
为rIFN-α2b局部涂压治疗OLP安全、可靠,且用药
简便。
  中医认为,OLP当属“口糜”、“口疮”及“唇风”
等范畴,病位在舌,且与心、脾、胃、肾等脏腑功能相
关,多因脾胃失之健运、肝气郁滞、湿热内蕴导致气
滞血瘀而致病[7]。基于本病的中医病因病机,认为
宜治以健脾养胃、疏肝理气、降燥祛湿、滋阴清热及
活血化瘀之法。刘宪国等[8]应用补气活血中药内服
配合复方曲安奈德于患处黏膜基底部注射治疗,总
有效率达86.4%,较常规西药治疗的66.7%显著升
高,且观察组治疗后IL-2及TNF水平显著降低,证
实了中医疗法对于 OLP的显著疗效。本研究用化
湿行淤清热方治疗,方中佩兰、薏苡仁、茯苓均具有
健脾利湿之功效,黄柏及砂仁可健脾化湿、清热解
毒、坚阴泄火及降燥祛湿;蝉蜕善疏风透疹,配以川
芎、赤芍、丹参、当归等可凉血清热、理气活血、行气
化瘀。赤芍可入肝经,具有散瘀镇痛、活血理气之功
效,且可降润肝肾、制虚火及济水源,可增强滋阴清
热之功效;连翘及黄岑具有清热泻火及生津之功效;
天冬可滋阴补肾而生水;砂仁可醒脾行滞;甘草清热
和胃。诸药共用可起到泻热坚阴、凉血活血之功效。
佩兰具有解热清暑及健脾利湿的功效。现代药理学
研究表明,佩兰、黄柏具有抗炎、抑菌及促进组织愈
合的作用;川芎、丹参及赤芍等均具有降低血液黏稠
度、降低细胞免疫反应、改善微循环等作用,故可促
进黏膜上皮细胞的愈合与修复;蝉蜕还具有较强的
非特异性免疫抑制作用,能够抑制过敏性介质的释
放[9]。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1个月后的总
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93.75%vs.82.50%,P<
0.05),且临床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化湿
行瘀清热方剂联合rIFN-α2b口腔涂压治疗OLP疗
效显著。
  OLP的组织学特点主要表现为上皮细胞中的

T细胞呈现带状浸润、基底细胞液化变形以及基底
膜断裂等,故认为免疫功能缺陷或者免疫调节紊乱
在OLP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10-11]。本研究
中,观察组治疗后CD3+、CD4+、CD4+/CD8+ 均较
治疗前及对照组显著升高(P <0.05),而CD8+ 显

著降低(P <0.05),提示化湿行瘀清热方剂联合

rIFN-α2b口腔涂压治疗OLP能够调节T淋巴细胞
亚群以及相关炎症因子水平,纠正患者的免疫功能
紊乱,提高机体免疫能力,而这与临床疗效具有较好
的一致性。治疗12个月后,两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
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观察组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90.00%vs.77.50%,P<0.05)。此外,观察组治
疗后 1 年 内 复 发 率 仅 为 11.25%,较 对 照 组 的

35.00%显著降低(P <0.05),可能是由于机体免
疫功能的改善而提高机体抗病毒能力,预防或减少
病情复发。
  综上所述,化湿行瘀清热方剂联合rIFN-α2b口
腔涂压治疗OLP能够提高临床疗效,调节机体免疫
功能,逆转OLP病程,改善临床预后,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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