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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小儿肾病综合征治疗中的应用
庄晓郑
【摘要】 目前小儿肾病综合征的糖皮质激素治疗方案已较为成熟，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经验也越来越
丰富。但由于小儿肾病综合征的易复发特点及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使用后的毒副作用等，目前小儿肾病综
合征的治疗仍较为棘手，中医中药在该病治疗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本文就中医中药在小儿肾病综合征治疗中的
应用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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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Nephrotic
Syndrome ZHUANG Xiao-zheng.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003,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glucocorticoid therapy in treating children nephrotic syndrome has been skillful. But due to
frequent relapse of the disease and side effects of using glucocorticoid and immunosuppressants, the treatment for children
nephrotic syndrome has still been a difficult task. Whi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great effects in treating this disease.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nephrot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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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肾病综合征(children nephrotic syndrome，CNS)是一组
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肾小球基底膜通透性增加，导致血浆内大
量蛋白质从尿中丢失的临床综合征。特点为：①大量蛋白尿；
②低白蛋白血症；③高脂血症；④明显水肿。以上①②项为
必备条件。肾病综合征是儿科常见慢性病，年发病率为 2～
［ ， ］
4/100000，患病率为 16/100000 1 2 。90%以上的肾病综合征
为原发性。虽然 CNS 的糖皮质激素治疗方案已较为成熟，但
由于 CNS 的易复发特点及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毒副作
用等，使 CNS 的治疗仍较为棘手，而中医中药在临床治疗中
发挥了较大作用。本文就中医中药在 CNS 治疗中的应用加以
综述。
中成药的应用
随着中药制剂工艺的改善，目前多种中药提取物已在
CNS 临床治疗中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百令胶囊主
［ ］
要由人工虫草菌丝体组成，吴绿仙等 3 在激素常规治疗基础
上加用百令胶囊治疗 CNS 患儿 30 例，较对照组，血清 IgG
［ ］
水平明显升高，24 h 尿蛋白定量明显减少。研究表明 4 ，冬
虫夏草能抑制肾小球上皮细胞免疫复合物的形成，维护肾小
球基膜阴电荷屏障，使蛋白尿明显减轻，保护肾脏功能；同
时提高血清 IgG 水平，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预防感染的能
力增强，从而可降低肾病综合征的复发率。黄芪颗粒为纯中
药制剂，主要成分黄芪含有黄芪皂苷、黄芪多糖、氨基酸及
多种微量元素，具有补气升阳、益卫固表、利水消肿的作用。
［ ］
药理学研究表明 5 ，黄芪可增加血液中白细胞总数及多核白
细胞数，激活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
同时诱导干扰素，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
升高 CD3、CD3/CD8 比值及血浆 IgG、IgM、IgA 水平，对细
［ ］
［ ］
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均有明显调节作用 6 。陈静等 7 在采用中
长程激素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药黄芪颗粒治疗 CNS 患儿 45
例，治疗组的感染发生率、复发率及反复感染率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治疗后血浆白蛋白及 IgG 水平较升高，且升高程度
较对照组显著。表明黄芪有提高血浆白蛋白、IgG 水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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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肾病患儿免疫力增强，感染率、复发率降低的原因之
一。该研究还观察到治疗组尿蛋白转阴时间较对照组缩短，
这可能与黄芪本身有降低尿蛋白作用有关，另一方面黄芪通
过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感染发生，间接增强激素敏感性，提
高激素疗效。
［ ］
向明 8 用玉屏风颗粒治疗 CNS 患儿 31 例，总疗程 1 年，
较对照组，血清 IgG 含量升高，每年感染次数明显低于对照
［ ］
组，且具有显著性差异。研究发现 9 ，玉屏风散对 T 细胞、
脾细胞有保护作用，可抑制肾小球基质增生、改善肾小管功
能，对肾炎有明显的治疗作用；还能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
提高皮质醇浓度。方中黄芪对细胞免疫具有调节免疫作用，
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力；还可使白细胞数
量增多，增加抗体形成，使 IgG、IgA 水平显著增高，具有很
好的免疫增强作用。
［ ］
李棋等 10 在常规激素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丹参酮Ⅱ-A
磺酸钠注射液静滴治疗 CNS 患儿 40 例，以肝素钠作为对照
组。治疗 2 周后，尿中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及血浆 D-二聚体的
变化与对照组相当，血浆胆固醇、三酰甘油、脂蛋白 α 的降
低优于对照组。丹参酮Ⅱ-A 磺酸钠是从丹参中分离出来的二
萜醌类化合物，经过磺化而得出的一种水溶性物质。该结果
表明丹参酮Ⅱ-A 磺酸钠改善 PNS 的高凝状态、防止血栓形成
作用与肝素相当，且有明显的调节血脂的作用，不良反应不
明显。早期使用有利于原发病的缓解及保护肾功能，避免降
脂类药物的肝损伤、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等不良反应的发生。
基础方加减
［ ］
运用经方验方治疗 CNS，积累了许多临床经验。刘霞 11
在治疗 CNS 中提出：①脾虚是 CNS 发病的内在基础；②肺虚
易感是 CNS 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③气阴两虚是激素应用过
程中的病机关键；④活血化瘀贯穿治疗始终。并结合长期临
床经验，拟定肾综颗粒方(黄芪、茯苓、生地黄黄、当归、白
芍、水蛭等)作为治疗肾病的基本方剂，临床观察认为，肾综
颗粒在改善症状、调节脂质代谢紊乱、减少蛋白尿、保护肾
［ ］
功能等方面均有较好疗效。卢玲 12 在治疗原发性 CNS 时，
针对小儿“脏气清灵”的特点，选用药性轻、气味淡薄的药
物，忌性味重浊，以免影响小儿服用。常选用六味地黄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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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方滋阴补肾、顾护肾气，根据临证酌加清热、利湿、活血、
凉血、健脾、疏肝、宣肺等药，如玉米须、橘络、苍术、扁
豆等。CNS 大量蛋白尿的治疗重在气化，在遣方用药时，注
重使用理气行气之品，如橘络、瓜萎、厚朴等，使气机宣畅、
精浊得分，则精微自固，同时还可防止补剂之壅滞，使补而
［ ］
不滞。潘月丽 13 对难治性 CNS 的治疗有独到之处，提出热、
毒、瘀相互为患的病机观点和解毒活血的治疗原则，以黄连
［ ］
解毒汤合桃红四物汤为主治疗本病，临床获效满意。宋国维 14
认为，脾肾两虚是肾病综合征发病的内在基础，但不应忽视
感受外邪，尤其是水湿、热毒及瘀血的影响：①血瘀是 CNS
的重要病理因素，治疗上应以活血化瘀贯穿始终；临床上多
用益母草、丹参、毛冬青、泽兰、川芎等；②CNS 为虚实夹
杂之证，水湿内蕴也是主要病理变化之一，水、瘀相互胶着，
病情复杂，故应行水活血标本兼顾；③激素本身偏热，患儿
常有壮阳化火，湿热蕴结的表现，而 CNS 合并感染又常有湿
热邪毒之证，在治疗中主张清热活血驱除外邪；④针对患儿
长期使用激素、抵抗力减弱、易继发感染及激素依赖、病情
反复等特点，提出益气活血扶正善后，选用玉屏风散合参苓
［ ］
白术散加减。赵和平 15 在 CNS 治疗中主张补肾、健脾、宣
肺，其中补肾喜用平补之品，补肾而不滋腻，如桑椹、枸杞
子、山药、女贞子、墨旱莲；健脾化湿之品，如焦白术、砂
仁、白豆寇、薏苡仁、焦三仙等调理脾胃以运化水湿；佐以
宣肺解表之品，如防风、桑叶、菊花、苏梗、枇杷叶等。石
［ ］
淑香 16 用自拟益肾活血汤(太子参、白术、茯苓、菟丝子、
熟地黄、大黄、黄芪、当归、赤芍、桃仁，红花、川芎、丹
［ ］
参、地龙)治疗 CNS 患儿 30 例，疗效显著。杨梅英 17 在强
的松治疗基础上，以中药健脾益肾汤(黄芪、茯苓、白术、淫
羊藿、菟丝子、五味子、女贞子、芡实、炙甘草)为基本方治
［ ］
疗 CNS 患儿 48 例，效果显著。朱晔等 18 以益气补肾活血法
佐治 CNS 患儿 32 例，治疗组在消除蛋白尿、升高血浆白蛋
白、改善血脂代谢及血液高凝状态、增强免疫、减少病情复
发等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基本方组成：黄芪，茯苓，山
［ ］
茱萸，熟地黄，车前草，丹参，桃仁。李俊松等 19 以强的松
中、长程疗法配合中药益气活血利湿法治疗 CNS 患儿 40 例，
以强的松中长程疗法为对照。结果，治疗组、对照组的有效
率分别为 92.5%、81.8%。益气活血利湿药组成：黄芪、白术、
丹参、益母草、石苇、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菟丝子、女贞
子、甘草等。
分阶段辨治
CNS 病程较长，病因涉及内伤、外感，病理维系脏腑、
气血、阴阳，病机以正气虚弱为本，邪实蕴郁为标。在肾病
不同阶段，标本虚实主次不一，或重在正虚，或重在标实，
或虚实并重。因此许多医家根据标本虚实变化采用分阶段辨
［ ］
证治疗。郑健 20 在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CNS 采取病证结合、
分期论治的中医临证思维方式基础上，根据水肿程度、激素
用量、尿蛋白变化等进行分期论治，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按水肿程度分为水肿期、水肿消退期；按激素用量分为激素
诱导期、激素减量期和激素停药期；按蛋白尿量分为大量蛋
白尿期、少量蛋白尿期和尿蛋白转阴期；按水肿与激素用量
相结合分期论治，分为水肿的激素诱导初期、水肿消退的激
［ ］
素诱导期、无水肿的激素撤减期。朱辟疆等 21 采用泼尼松联
合中药分阶段辨证治疗 CNS 患儿 106 例，明显减轻激素不良
反应，调整免疫功能，改善血脂紊乱及高凝血症，提高疗效，
减少复发。方法为在泼尼松诱导缓解阶段，给予滋阴降火、
3

清热活血药如知柏地黄汤加味；泼尼松维持阶段，给予养阴
益气、活血化瘀药如参芪地黄汤合四君子汤加减；泼尼松减
至 10 mg/d 以下及停药阶段，给予补肾健脾益气药如六味地黄
［ ］
汤合补中益气汤化裁。黄伟 22 总结了 CNS 激素应用不同阶
段的中医辨证论治要点：①大剂量激素诱导缓解阶段：以阴
虚火旺为主，还会出现湿热证，治宜滋阴降火，清热利湿解
毒，方用知柏地黄丸加减。用药如知母、黄柏、生地黄黄、
女贞子、五味子、龟板、鳖甲、白芍、玄参、地骨皮、旱莲
草、枸杞子等；②激素隔日巩固阶段：此阶段易耗气伤阴，
致气阴两虚，治宜益气养阴、补肾健脾，方用参芪地黄丸和
四君了汤加减。偏气虚者，重用黄芪、党参、白术以益气健
脾；阴虚偏重者，加玄参、牛膝、麦冬、枸杞子以养阴，亦
可加菟丝子、杜仲等补肾；③激素减量至小剂量阶段：以肾
阳虚为主，治宜温补肾阳，方用金匮肾气丸加减：锁阳、补
骨脂、菟丝子、山茱萸、肉桂、杜仲、巴戟天、肉从蓉、淫
羊藿、干姜等；④激素停药阶段：肺脾肾俱虚，治宜益气健
脾补肾，用玉屏风散合金匮肾气丸加减：黄芪、白术、防风、
党参、山药、肉桂、熟地黄黄、肉从蓉、菟丝子、茯苓等。
［ ］
吴心芳等 23 将 CNS 的中医辨证分为急性期、缓解期，急性
期治以清热解毒、利湿通淋；缓解期治以健脾益气、温补肾
阳。临床上在除内服汤药外，还配合静脉制剂。急性期选用
鱼腥草注射液静脉点滴以清利湿热利尿，明显缩短疗程。恢
复期选用参附注射液温阳利水，黄芪注射液益气补虚以消顽
固性蛋自尿，提高机体免疫力，适当运用丹参注射液活血化
［ ］
瘀，以改善肾脏的血液循环。黄小菊 24 以激素为主，结合分
阶段辨证施治治疗 CNS 患儿 46 例，与单纯西药治疗的 38 例
作对照观察。中医辨证施治分 3 个阶段：①激素开始治疗阶
段：滋阴降火、养阴健肾，药用二至丸加味，女贞子、旱莲
草、生地黄、黄柏、知母、玄参、地骨皮、丹皮、益母草、
白花蛇舌草、丹参等；②激素减量阶段：益气养阴，活血通
络，重用黄芪、太子参配二至丸加味；③激素维持治疗阶段：
补气健脾，温肾化瘀，药用女贞子、当归、益母草、莪术、
红景天、锁阳、肉从蓉、淫羊蕾等。结果，在尿蛋白缓解率、
［ ］
肾病复发率及不良反应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傅玉素等 25 采用
中西医结合分阶段、多联合的方法治疗 CNS 患儿 50 例，首
始阶段：肾病综合征初发或急性复发，用中药加泼尼松及抗
炎治疗，中药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减。维持治疗阶段：突
出表现为蛋白尿，中药以培补脾肾固精泻浊为法，选参苓白
术散和大补元煎加减。巩固治疗阶段：大部分患者病情基木
缓解，但因体质虚弱易出现外感等，治以益气固表、用玉屏
风散、参芪地黄汤加减，取得满意疗效。
日本的汉方治疗
日本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政府投入经费，研究 CNS
的激素与汉方治疗。汉方药的剂型以颗粒剂为主，常用小柴
胡汤等柴胡剂，五苓散等利水剂，柴苓汤、当归芍药散和桂
枝茯苓丸等祛瘀剂，柴胡剂和祛瘀剂并用的加味逍遥散等。
其中又以运用柴苓汤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最多。结果一致认为，
［ ］
柴苓汤可减轻激素的副作用并提高临床疗效 26 。

4

小结
综上所述，中医治疗本病运用“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
本”的原则，抓住病机，区分主次进行辨证分型论治，研究
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改善患儿高凝状态、高脂血症，提
高激素敏感性，减少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毒副作用，提高患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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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功能，减少复发率等方面优于单纯中医治疗或西医治疗，
不失为治疗 CNS 的较好方案。但难题仍存在，如中医治疗尚
缺乏统一的辨证分型依据，辨证分型与西医病理类型的相关
性研究较少等。药理学仍停留于中药单体的研究，对于中药
复方的作用机理未能阐明，造成对 CNS 中医辨证治疗方案选
择的困难。这些都有待于运用循证医学理论，寻找中医治疗
CNS 的统一、有效又能得到儿科医生广泛认同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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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手与保健》征订启示
美手保健是指美手的同时，通过刺激手部的穴位和反射区，起到全身的保健作用。美手保健的保健部分，以“手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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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能广泛普及，为更多人的健康和幸福增砖添瓦。现代医学界倡导“自然疗法”、“无损伤医学”，美手保健完全符合这一
要求。但愿美手保健能逐渐成为我国人们防病治病、自我保健的大众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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