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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肠疾病术后中药熏洗坐浴疗法的
临床应用现状
刘利华
【摘要】 本文对肛肠疾病术后中药熏洗、坐浴疗法的临床应用进行了回顾，并对其现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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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Fumigating and Hip Bath Therapy of after
Anorectal Surgery LIU Li-hua. Nanjing Jiangbei anorectal Division of Peoples' Hospital, Nanjing 210048,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migating and hip bath therapy after anorectal
surgery was reviewed, and its current situation wa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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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熏洗疗法在我国有两千年的应用历史。中药熏洗疗
法是治疗疼痛的独特方法，可缩短疗程，减轻患者痛苦。
《内
经》中有“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的记载，“渍形”即热
汤洗浴之法。
《伤寒论》和《外科正宗》皆提出中药外洗的理
论。具体而言，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辨证选用一定的中
药，经过水煎加工成中药液，配兑热水进行局部熏蒸和坐浴，
以达到疏通经络、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等治疗作
用的一种外治法。近年来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改进了中药水
煎工艺及坐浴用具，已有作用不同的洗剂数十种，广泛用于
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等疾病的治疗及预防，临床疗
效较好，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现就肛肠疾病术后中药熏洗疗
法的临床应用做一介绍与分析。
1 中药熏洗坐浴的适应症及实施方法
1.1 适应症：肛肠疾病术后肛门组织黏膜松弛、括约肌受刺
激痉挛紧张、痔核结扎导致淋巴回流障碍、手术治疗导致肛
管不同方向压力失衡以及肛周粪便污染刺激等，均可导致肛管
黏膜水肿、切口疼痛等并发症。肛肠疾病术后应用中药熏洗的
范畴较广，内、外、混合痔、痔嵌顿及各类痔术后、肛周脓
肿术后、肛瘘术后、肛裂术后等均可用中药熏洗、坐浴治疗、
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其中针对切口疼痛、水肿、肛门瘙痒、
创面愈合延迟等并发症的疗效较好。也有单纯应用中药坐浴
（配合口服中药及针灸治疗）代替术后抗生素等综合治疗的临
［1］
床报道 。
1.2 实施方法：临床医生通过辨证，先选定中药处方，水煎
后熏洗，准备好脸盆、横木架或坐浴椅、毛巾等，将煎好的药
液倒人盆内，加入适量（一般为 1500 ml）热开水，在盆上放
置横木架，患者暴露臀部坐在木架上进行熏蒸；或将盆放置
在坐浴椅下熏蒸。待药液不烫手时，臀部坐入盆中泡洗。一
般肛肠疾病术后，在大便后进行熏洗坐浴，先用温水将肛门
洗干净，再进行熏洗、坐浴。坐浴时间一般为 5～30 min，视
患者的承受能力而定。熏洗完毕后再进行切口换药治疗。
熏洗坐浴法应注意以下事项：熏洗时，要避免药气走散；
煎药中所加热水视具体情况而定，以坐浴后药液不溢出为宜。
年老体弱熏洗有困难者，可令其侧卧于床上，家属、护士用
热毛巾浸泡药液后覆盖肛门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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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熏洗坐浴的常用方药及其制备
［ ］
2.1 常用方药：临床常用熏洗药物配方 2 ：①祛风除湿、杀
虫止痒：用于肛门潮湿、瘙痒者，据笔者观察，多见于急慢
性肛窦炎、直肠炎术后 4～5 d。常用药如蛇床子、苦参、黄
柏、五倍子、地肤子等。②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用于热毒
蕴结肛门肿痛者，多见于肛周脓肿急性期。常用药银花、蒲
公英、马齿苋、赤芍、野菊花、黄柏，龙胆草等。③清热利
湿、活血消肿：肛门湿热下注导致肛门肿痛者，临床见于外
痔水肿、肛瘘等。常用药荆芥、防风、苍术、黄柏、五味子
等。④活血化瘀、消肿散结：用于局部肿块硬结者，多用于
痔炎性水肿、内痔嵌顿、痔术后等，常用药当归、赤芍、皂
刺、红花等。目前临床上有数十种熏洗坐浴洗剂，如痔炎宁
熏洗剂、安氏熏洗剂、祛毒洗剂、倍黄熏洗汤、消肿止痛洗
剂等。临床多数医生根据辨证灵活组方进行熏洗治疗，则效
果更好。
2.2 药液制备方法：熏洗药物均可常规加入明矾起收敛作用。
笔者临床组方常以“祛风清热、消肿止痛”为基本方，上述 4
型各配 2 味中药，再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酌情加减。中药配好
后冷水浸泡 20 min，加水超过药液平面约 4 cm，开锅后小火
煎熬 20 min，煎好后去渣包装，每袋 500 ml，冷藏备用。
市售煎药机一般适用于口服，如果用于熏洗治疗，每袋
药液容量为 100～200 ml，用于坐浴治疗剂量嫌少。如病情较
重，可动员患者在家里煎熬，以保证足够剂量。医生要详细
告知其煎熬方法及要点。
3 熏洗坐浴的临床应用
3.1 临床疗效探讨：临床疗效各家有差异。一般与高锰酸钾
［ ］
对照组相比，总有效率有显著性差异 3 。严格随机对照治疗
［4］
［5，6］
研究已见报道 。研究指出
在缓解切口疼痛和减轻或消
除水肿，减少切口出血，促进创面肉芽生长等方面，中药熏
洗疗效确切，优于高锰酸钾溶液。肛肠疾病术后切口暴露的
神经受外界刺激、受污染的内括约肌痉挛、切口水肿渗出等
原因可引起术后肛门疼痛难忍。肛门周围各类细菌数量及种
类繁多，污染严重，术后切口组织一直在污染环境中修复，
故愈合缓慢。痔术后患者如采用高锰酸钾溶液坐浴，会刺激
创面、可能灼伤切口肉芽等组织，浓度过高会导致皮肤烧灼、
瘙痒、疼痛感，而组织在灼伤后可释放炎性介质，又可加重
［ ］
创面疼痛和水肿。祛毒洗剂 7 熏洗坐浴治疗用于防治混合痔
术后肛门疼痛，结果疼痛缓解程度和疼痛消失时间明显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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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锰酸钾溶液。苦参促愈洗剂 8 在促进创面愈合方面明显
［ ］
优于复方高锰酸钾溶液。中药倍黄熏洗汤 9 用于痔疮术后坐
浴能明显缩短治疗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3.2 坐浴方法、时间的研究：目前临床较注重坐浴熏洗疗法
的治疗范围、药物组成、成品制剂等，而对坐浴药液的温度、
坐浴时间等的研究较少。多年来各种中医临床专著、文献资
料对肛肠疾病术后中药熏洗坐浴疗法尚未形成统一的操作
规范。检索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献（1999 年～2009 年），
未检索到对中药熏洗坐浴温度的系统性研究报道，各家报道
的坐浴温度推荐在 38℃～50℃之间不等。而对坐浴时间则有
个别研究组进行了系统研究。目前，坐浴时间业内认为在 5～
30 min 左右。坐浴时间短、疗效肯定差，但也不是时间越长
［ ］
疗效越好 10 。坐浴时间越长，肛门局部可形成水肿一疼痛
一内括约肌痉挛一疼痛一水肿的恶性循环，加重病情。适宜
地缩短坐浴时间可减轻切口疼痛、水肿，促进愈合，缩短住
院时间，可避免坐浴的不良反应如切口有烧灼感、瘙痒和红
［ ， ］
肿等。宁余音等 4 11 提出，痔术后患者的坐浴时间以 5～
10 min 为宜。
［ ］

并发症，减轻术后痛苦，如果操作得当，则能为多数患者减
轻疼痛、水肿等痛苦，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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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总体而言，中药熏洗、坐浴治疗在临床的应用日益萎缩。
在临床医学日益要求规范化治疗的今天，熏洗坐浴疗法实施
的主体是患者本人，考虑到我国国情，坐浴部位的隐秘性，
医务人员不太可能每天给患者进行熏洗坐浴的操作。据笔者
观察，如果患者不能很好完成熏洗操作的话，主要还是由其
配偶帮助完成，使得熏洗操作不能很好地规范操作。由于对
熏洗坐浴不了解、或疗效不肯定、费时又费力以及热水烫伤、
晕厥、摔倒、肛门出血和感冒等相关风险因素，医患双方对
熏洗坐浴疗法均不太积极。
毋庸置疑，熏洗、坐浴疗法能减少肛肠疾病的术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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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剂量呈正相关。总之，研究结果发现，复方丹参滴丸对血
小板活化及聚集功能抑制是多部位、多层次、多靶点。其作
用机理是否与阿司匹林相同，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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