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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风湿二号药膏穴位贴敷联合甲氨蝶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RA)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016年7月至

2017年5月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医医院收治的100例RA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对照组采取口服美洛昔

康和甲氨蝶呤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风湿二号药膏穴位贴敷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实验室指标的变

化、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情况。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晨僵时间、关节肿胀个数以及关节压痛个数明显减少,双手平均握力

明显增加(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更为显著(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C-反应蛋

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以及类风湿因子(RF)均明显降低(P<0.05),且观察组改善更为显著(P<0.05)。观察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9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0%(P<0.05)。结论:风湿二号药

膏穴位贴敷联合甲氨蝶呤治疗RA可以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强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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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arthritis,RA)是
一种原因不明,以慢性破坏性关节炎症为主要特征

的全身免疫性疾病。多发于女性,女性与男性的比

例为3∶1,任何年龄段患者均可发病,中老年人发

病率相对较高,且具有对称性关节的腕关节、踝关节

以及肘关节等更易发病[1]。该病发病快、程度重,临
床表现为晨僵、疼痛、肿胀,如不及时加以治疗可致

使患者关节畸形,是致残以及患者丧失劳动力的主

要原因之一[2]。目前临床上尚无根治的方法,多用

甲氨蝶呤治疗改善患者RA症状,临床效果欠佳[3]。
而穴位贴敷是穴位上贴敷药物,刺激穴位,增强吸

收,提高疗效。本研究采用风湿二号药膏穴位贴敷

联合甲氨蝶呤治疗RA,取得良好疗效,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6年7月至2017年5月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医医院收治的100例RA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 RA诊断标

准;(2)无心、肝、肾功能不全;(3)无精神障碍;(4)患
者及家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关节

严重畸形患者;(2)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3)依从性

差,中途退出者。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50例。对照组中男12例,女38例;年龄25~62
岁,平均(43.6±8.7)岁;病程5~46个月,平均

(32.7±5.9)个月;发病部位:腕关节13例,膝关节

16例,肩关节8例,其他13例。观察组中男13例,
女37例;年龄25~64岁,平均(44.1±9.2)岁;病程

5~47个月,平均(33.2±6.3)个月;发病部位:腕关

节15例,膝关节17例,肩关节7例,其他11例。两

组患 者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
1.2 诊断标准 根据2010年中国风湿学会指定的

诊断标准并参考我国卫生部发布的指导原则[4],具
体为:(1)晨僵时间>2h;(2)肿痛关节≥3个,且肿

痛时间>6周;(3)类风湿因子阳性滴度(RF)>5%;
(4)C反应蛋白(CRP)或者红细胞沉降率(ESR)明
显高于正常值;(5)关节部位出现中等程度疼痛。上

述5项出现任何其中的4项即可诊断为RA。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美洛昔康(先声药业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30485)7.5mg/d和甲氨蝶

呤(上海信谊万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31020644)7.5mg/周,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

上外加风湿二号药膏(虎杖70g、鸡血藤70g、威灵

仙50g、续断50g、防己50g、青风藤25g、肉桂

35g、生麻黄50g、防风35g、羌活50g、独活35g、
白芥子30g、细辛35g、生川乌50g、生草乌50g、蜈
蚣10条、甘遂30g、当归35g、黄芪35g、乳香50g、
没药50g、天麻30g、冰片30g、麝香5g)治疗,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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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贴于阴陵泉、内庭、曲池、足三里、大椎穴、申脉、膝
阳关、阴市、阳池、阳溪以及小海,12h后取下,隔
10d在原穴位再次刺激穴位贴敷,通络除弊,祛风散

寒,调节阴阳,提高疗效[4]。两组均连续治疗3个

月。
1.4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观察两组患者

晨僵时间、关节肿胀个数、双手平均握力、关节压痛

个数及CRP、ESR、类风湿因子(RF)水平,比较两组

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1.5 临床疗效评定标准 (1)治愈:生化指标恢复

正常,关节功能、临床体征恢复正常。(2)显效:关节

功能基本恢复,临床指征显著改善,有两项生化指标

恢复正常;(3)有效:关节功能及临床体征有明显改

善,生化指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4)无效:患者的生

化指标(CRP、ESR、RF)以及临床体征无明显改

善[5]。治疗有效率=(治愈+显效+有效)例数/总

例数×100%。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晨僵时间、关节肿胀个数以及关节压

痛个数明显减少,双手平均握力明显增加(P<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

状改善更为显著(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变化 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 CRP、ESR 以及 RF明显降低(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实验室指标改善更为显著

(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出现

9例恶心呕吐、晕胀不适等胃肠道反应,且穴位贴敷

处有出现8例水泡发红症状,停敷后症状自行消失。
观察组出现1例,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4。

表1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变化情况比较(x±s)

组别
晨僵时间/min 关节肿胀个数/个 双手平均握力/kPa 关节压痛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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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0) 88.6±21.163.7±18.6* 6.5±2.4 3.8±1.3* 5.2±1.4 5.9±1.3* 7.6±2.8 4.1±2.3*

观察组
(n=50) 89.4±22.241.5±14.5* 6.7±2.3 1.9±0.7* 5.3±1.2 7.8±1.6* 7.7±2.5 2.2±1.5*

t 0.185 6.656 0.425 9.099 0.383 6.517 0.188 4.893
P 0.427 <0.01 0.336 <0.01 0.351 <0.01 0.425 <0.01

  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变化(x±s)

组别
CRP/(mg/L) ESR/(mm/h) RF/(IU/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n=50) 50.1±23.4 32.7±18.6* 78.7±24.3 65.3±22.8* 285.6±124.2172.5±100.6*

观察组
(n=50) 51.4±25.1 12.8±10.5* 79.5±22.7 32.4±16.6* 283.7±121.5 81.2±56.3*

t 0.268 6.588 0.170 8.249 0.077 5.600
P 0.395 <0.01 0.433 <0.01 0.469 <0.01

     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无效 有效 显效 治愈 治疗有
效率,%

对照组
(n=50) 10(20) 18(36) 14(28) 8(16) 80

观察组
(n=50) 3(6) 14(28) 22(44) 11(22) 94

χ2 4.332
P 0.037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比较[n(%)]

组别 胃肠道反应 皮肤出现水泡发红

对照组(n=50) 9(18) 8(16)

观察组(n=50) 1(2) 0(0)

χ2 7.111 6.658

P 0.008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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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RA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感染性自身性免疫疾病,
其主要病理特点是长期的滑膜慢性炎症[6]。目前尚

无特异性治疗方法,临床上常用的治疗药物有免疫

抑制剂、非甾体抗炎药、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以及抗风

湿药物,一般首选甲氨蝶呤治疗RA,甲氨蝶呤是一

种叶酸类似物,可影响叶酸代谢,达到免疫抑制效

果,并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可缓解RA的症状,控
制患者病情,达到改善关节功能及预后的治疗目的,
临床疗效较为显著[7]。但由于该病需要长期服药治

疗,大量服用甲氨蝶呤以后,会出现腹泻、皮疹、恶
心、脱发、肝脏毒性等多种不良反应[8]。本研究采用

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RA,达到提高疗效,降低不

良反应发生率的效果。

  西医认为RA的发病机制目前包括表位扩展、
分子模拟及模拟识别等几种假说,在遗传基础上受

外源性环境因素作用导致RA发病[9]。祖国医学认

为RA属于“痹症”范畴,是由于患者本身正气不足,
卫外不固,受到风、寒、湿、热等外邪侵袭,致使其静

脉阻塞,气血不畅,留瘀停痰,最后凝结为痹症。另

外,本病病情反复,湿热风寒外邪久郁,导致化热伤

阴,治疗时应以祛风通络为主[10]。本文中风湿二号

药膏具有祛风散寒、通络除弊的功效。方中没药性

辛温,具有活血祛瘀、消肿止痛之功效;白芥子、防
风、肉桂具有通络温经,祛风散寒之功效;蜈蚣具有

通络止痛之功效;威灵仙、青风藤具有止痛、通络、祛
风之功效;羌活、独活、鸡血藤止痛通络,除湿祛风之

功效[11]。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白芥子具有抗炎镇

痛效果;没药具有降血脂、抗炎、抗氧化以及抗菌效

果;青风藤含有多种微量生物碱,具有显著的免疫抗

炎功效;鸡血藤具有抗炎、抗氧化、抗病毒以及免疫

调节的功效[12]。本研究遵循整体结合局部的取穴原

则,选择阴陵泉、内庭、曲池、足三里以及大椎作为贴

敷。其中足三里穴是强壮要穴,温阳补肾,诸穴协同

共奏。采取穴位给药的方式,经络穴位经过药物刺

激,患者穴位精气被激发,可以增强微小血管对药物

的吸收,增强疗效[13]。本研究结果显示,风湿二号药

膏穴位贴敷联合甲氨蝶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可以

显著减少患者晨僵时间、关节肿胀个数以及关节压

痛个数,增加双手平均握力;明显降低患者的CRP、

ESR以及RF实验室指标;显著增强治疗有效率,降
低不良反应发生率。这是因为通过甲氨蝶呤治疗可

有效增加内源性腺苷释放,可对机体内细胞因子产

生影响,使其增殖减少,并会改变细胞黏附因子的表

达,并促进T细胞的凋亡,产生体液免疫应答[14-15]。
另外,甲氨蝶呤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后,使NF-κB
抑制蛋白表达上调,并抑制TNF-α、IL-6等炎性因子

的大量分泌,使其表达下调,达到抗炎作用,而风湿

二号药膏穴位贴敷具有通络除弊、止痛散寒的效果,
二者联合用药,协调对病灶进行作用,可有效缓解患

者症状,减少关节骨质破坏。

  综上所述,风湿二号药膏穴位贴敷联合甲氨蝶

呤治疗RA可以改善明显患者临床症状,降低不良

反应发生率,增强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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