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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生殖器疱疹的研究现状
欧柏生
生殖器疱疹（genital herpes，GH）是一种主要由Ⅱ

减；肝肾亏虚型选用知柏地黄丸加减。禤国维

［1］

主张

型 单 纯 疱 疹 病 毒 引 起 的 常 见 性 传 播 病 （ sexually

分期治疗，发作期以湿热毒盛为主证，治宜清热解毒利

transmitted diseases，STD）
，在西方国家，GH 是仅次于

湿，予解毒祛湿汤加减：板蓝根、牛蒡子、诃子、蒲公

非淋菌性尿道炎和淋病而居第 3 位的 STD。生殖器疱疹

英、虎杖、蚤休、生地黄、牡丹皮、赤芍、柴胡、乌梅、

属中医“阴部热疮”
、
“阴疳”的范畴。现就近年来中医

紫草、泽泻、甘草；非发作期及反复发作者以正虚邪恋

药治疗 GH 的现状作一综述。

为主，若单纯用清热利湿解毒之品，虽可逐热毒以治标，
但难免苦寒耗气伤阴而犯虚虚之弊。关键在于扶正祛

1

病因病机

邪，治宜益气养阴、清热祛湿，予知柏地黄汤加减：北

有研究认为，本病是由不洁性交后阴户感受湿热淫

黄芪、太子参、生地黄、薏苡仁、知母、黄柏、土茯苓、

毒所致，湿热邪毒搏结于阴部，并循经蛰伏。阴器为厥

柴胡、山茱萸、泽泻、牡丹皮、赤芍、淮山药、茯苓、

阴肝经环绕，故邪毒聚结于肝经、下注二阴。初发者多

沙参、甘草，体倦乏力伴舌淡脉弱者，加高良姜、白术、

为湿毒蕴结的实证，不洁性交本易耗气伤阴，加之复感

仙灵脾。

湿热邪毒、灼津伤液，肝肾阴津亏耗，正虚邪伏，故反

2.2

复发作，缠绵难愈；非发作期及反复发作者以正虚邪恋

白花蛇舌草、大青叶、板蓝根等）治疗本病 32 例。结

为主，本虚标实，即气阴两虚为本，湿热邪毒为标
。郑毅春等

［3］

［1，2 ］

认为，本病初发时多为湿毒蕴结之实证；

反复发作易耗气伤阴，致肝肾阴虚、湿毒内困的虚实夹
［3］

专方治疗：杨志波等

［7］

采用自拟黄白液（黄芪、

果，黄白液组的皮疹改善情况、症状消失时间、结痂和
痊愈时间略短于泛昔洛韦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范瑞强等

［8］

运用自制抗病毒胶囊 1 号、2 号分别治

认为，生殖器疱疹的复发机理为“气

疗，1 号（板蓝根、虎杖、紫草等）用于发作期治疗；

阴两伤，湿热下注”，宜采用具有益气养阴、清热利湿

2 号（板蓝根、西洋参、黄芪、知母等）用于非发作期

解毒之法治疗。

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51%，对照组阿昔

杂证。欧柏生等

洛韦组总有效率为 91.11%，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2

中医药治疗

义，但治疗组血清IL-2 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辨证分型论治：张宝铨

［5］

将该病分为 3 型：肝胆

0.05），表明中药抗病毒胶囊治疗复发性GH的疗效基

湿热型用龙胆泻肝汤合二妙散加减；脾胃湿阻型用萆薢

本等同于西药阿昔洛韦，并可改善机体免疫状况。杨瑛

分清饮合胃苓汤加减；阴虚内热型用知柏地黄丸合二至

等

2.1

［6］

［9］

将 73 例患者随机分成 2 组，治疗组 54 例口服中

将本病分为 3 型论治：湿热下注

药疱疹煎剂（黄芪 40 g、党参 30 g、茯苓 30 g、虎杖

型选用龙胆泻肝汤加减；热毒内蕴型选用黄连解毒汤加

15 g、赤芍 15 g、紫草 10 g；由韩国东华煎药机制成水

丸加减。欧阳恒等

煎剂；200 ml/袋）
，1 袋/次，2 次/d，连服 6 周；对照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2.033

组 19 例口服阿昔洛韦片，200 mg/次，5 次/d，连服 3 周。

基金项目：2007 年广西中医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

治疗后随访 9 个月，治疗组复发率为 42.5%、对照组为

（项目编号：G2007011）
作者单位：530023 南宁，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
性病科

78.9%，两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 ］

欧柏生等 4 应用参芪止疱颗粒（太子参 12 g、黄芪 30 g、
白花蛇舌草 30 g、大青叶 30 g、板蓝根 30 g、鱼腥草

·180·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1年2月第33卷第2期 Int J Trad Chin Med, February 2011, Vol. 33, No.2

30 g、知母 12 g、黄柏 12 g、丝瓜络 30 g、薏苡仁 30 g、

齿苋 30 g 水煎液湿敷，20 min/次，2～3 次/d；②皮损

柴胡 8 g、甘草 3 g，根据厂家提供的换算公式，按每日

渗液不多时，可用青黛散调麻油外搽或用紫金锭磨水外

生药量换算成每日农本方配方颗粒量，成人 25.70 g/次，

搽，3 次/d。禤国维等

2 次/d）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在抗复发、提高机体

野菊花、紫草各 20 g，香附 15 g，煎水湿敷患处；或用

免疫力方面疗效优于泛昔洛韦对照组。

生大黄、黄连、黄柏各 30 g，乳香、没药各 15 g，上药

2.3

［11］

中西医结合治疗：景援生

采用口服龙胆泻肝汤

［1］

采用大青叶、马齿苋各 30 g，

共研末，用麻油调成糊状，涂于疮面。

配合阿昔洛韦治疗 GH 26 例。同时，病变处注射干扰
素、氦氖激光照射。结果，治愈 16 例、显效 8 例、有
效 2 例。青成言等

［12］

采用如下方法治疗，发病时采用

3

实验研究
杨志波等

［ 14 ］

采用体外细胞培养技术观察黄白液

方案一：①内用阿昔洛韦 0.5 g＋0.9%生理盐水 200 m1

对Ⅱ型单纯疱疹病毒（HSV-2）复制的抑制作用，并

静脉滴注，1 次/d，连续 7 d，同时用重组人干扰素Ⅱ-2a

与环胞苷、阿昔洛韦比较。结果，黄白液对 HSV-2 的

100 万肌肉注射，1 次/d。②外用蛇床子、黄柏、苦

复制有明显抑制作用，其作用与环胞苷相当，两者抑

参、川椒、枯矾、紫草、乌梅、五倍子各 30 g，水煎

毒指数为 2.83，阿昔洛韦抗 HSV-2 作用较强、抑制指

成 1000 ml 煎剂，分装 10 瓶，1 瓶/d，用干净纱布浸

数为 5.31；黄白液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与其抑制

泡于药剂中 1～2 min 后湿敷患处或直接浸泡患处，1～

HSV-2 的复制有关。任小丽等

2 次/d，15 min/次。使用前，于煎剂中加入冰片 0.5 g。

患者随机分为黄白液组 14 例、泛昔洛韦组 13 例，于

内治与外治同步进行。控制复发采用方案二：生殖器疱

治疗前后检测 HBD-2 的表达情况，并与 10 名健康人

疹局部病灶愈合后，为控制复发可采用间歇服药法，每

进行比较。结果，健康人和复发性 GH 患者皮损均可

月服用阿昔洛韦片 7 d，连续用药半年，前 3 个月，1 g/d，

检测到 HBD-2 表达，治疗后 HBD-2 的表达黄白液组

分 5 次服用，后 3 个月根据情况可减至 0.2 g，2（或）

高于泛昔洛韦组。表明黄白液可显著上调 HBD-2 的表

3 次/d。后 3 个月，加干扰素 100 万 U/d，连用 5 d，停

达，使患部保持高浓度发挥抗微生物活性、调节后天

用阿昔洛韦期间，加中药黄芪 30 g、当归 10 g、金银花

免疫功能对抗 GH 的复发，可能是其作用机制之一。

15 g、连翘 15 g、板蓝根 12 g、大青叶 10 g、黄芩 l0 g、

李红毅等

［13］

［ 16］

［ 15］

将 27 例复发性 GH

动物实验表明，抗病毒胶囊可阻止 HSV［ 17-19］

龙胆草、甘草 6 g，水煎服，1 剂/d，连用 7 d。高贵云

Ⅱ对神经节的感染和破坏作用。范瑞强等

采用的方法为：两组均服用阿昔洛韦（四川珍珠制药

系列实验发现，抗病毒胶囊口服可有效减轻豚鼠生殖

厂），0.2 g/次，5 次/d，连服 14 d。对照组加用左旋咪

器疱疹模型外阴症状，降低阴道内病毒滴度；在体外

唑 25 mg，2 次/d，连服 7 d，外用 3%硼酸液湿敷；治

对 HSV-2 有直接灭活作用，可破坏 HSV-2，使病毒颗

疗组加服中药加味二妙散：苍术 l0 g、黄柏 10 g、薏苡

粒变形，包膜裸露或破溃，结构模糊不清，有效抑制

仁 20 g、龙胆草 10 g、板蓝根 30 g、赤小豆 20 g、马齿

病毒复制。另外，PCR 检测发现，抗病毒胶囊治疗组

苋 30 g、木贼 10 g、香附 10 g、金银花 15 g、鱼腥草

的脊髓、阴道、大脑和宫颈各处的病毒复制量略低于

l5 g、虎杖 15 g，1 剂/d，水煎服分 2 次口服，连服 l4 d；

ACV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中药抗病毒胶囊

同时用此方煎水薰洗阴部，1 次/晚，连用 10 d；停药

可有效抑制 HSV-2 的病毒复制增殖，效果与阿昔洛韦

随诊观察。结果，治疗组显效率为 88.24%、对照组为

相当。欧柏生等

65.62%，两组显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疫低下有关，参芪止疱颗粒可提高 T 淋巴细胞 CD3＋、

0.01）。

CD4＋，调节机体免疫力、降低复发率。上述实验研

外治法：王更生等

［ 10 ］

［ 4］

通过一

研究表明，生殖器疱疹的复发与免

利用儿茶采用治疗初发性

究提示，通过中药辨证论治提高免疫力，是治疗复发

GH 39 例，追踪观察 6 个月、有 9 例复发，复发率为

性 GH 的方向，同时为中医药诊治 GH 的客观化、微

2.4

24.32%，总有效率为 94.87%。欧阳恒等

［ 6］

采用 ①马

观化提供循证医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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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殖器疱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以上资料表明，各皮科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治法的
认识基本趋于一致，认为 GH 的病因病机主要为不洁性

2007，24（6）：462-464.
［4］

初发期多采用清热利湿解毒之法，复发期多采用益气养

［5］

中医药的优势及良好前景。

［6］
［7］

成中医对 GH 认识和治疗上的混乱，也制约了中西结合
治疗 GH 的规范化、科学化研究，影响了临床疗效的衡

范瑞强，池凤好，陈永锋，等. 中药抗病毒胶囊治疗复发性
生殖器疱疹 139 例临床观察. 中医杂志，2002，43（9）：
679-680.

一，且不少资料未设对照组，缺乏可比性，对成方药物

评价缺乏一些客观的定性、定量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造

杨志波，欧阳恒，欧柏生. 黄白液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
临床疗效观察.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02，18（1）：60.

［8］

告病例少。临床上各医家多以自身经验辨证治疗，疗效

欧阳恒，杨志波. 新编中医皮肤病学.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社，2000：603-605.

不足之处在于临床证侯分类不一，疗效评定标准不

研究力度、深度不够，多停留在临床观察阶段，同时报

张宝铨. 生殖器疱疹的中医药治疗. 江西中医药，2001，32
（3）：1.

阴佐清热利湿解毒之法治疗。内外兼治、中西医结合疗
法尤为医家所推崇，特别是在治疗复发性 GH 方面显示

欧柏生，覃永健，钟江，等. 参芪止疱颗粒治疗复发性生殖
器疱疹 30 例. 中医杂志，2009，50（10）：891-894.

交，外感淫邪湿毒，下注阴部而发。日久热盛伤阴，正
气不足，邪气缠绵，经久难愈，而致阴部热疮反复发作。

郑毅春，禤国维，李红毅，等. 中药抗病毒胶囊对复发性生

［9］

杨瑛，王益平，郭志武. 中药疱疹煎剂对生殖器疱疹复发及
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9
（1）：22-24.

［10］ 王更生，漆永平，徐学武，等. 儿茶外用治疗初发性生殖器
疱疹 39 例. 中医外治杂志，2001，10（6）：42-43.
［11］ 景援生. 龙胆泻肝汤配合西药治疗生殖器疱疹 36 例体会.
中国基层医药，2002，9（6）：552.
［12］ 青成言，青磊. 中西医结合治疗 30 例男性生殖器疱疹. 云

量、确定和推广。
实验研究提示各医家在治疗本病的同时应注重提
高患者的免疫功能，正确应用实验研究的新成果推动中
医药在抗病毒领域的进展。开展对本病的前瞻性研究，
按严格的科研程序筛选出疗效可靠、经得起重复的成
方，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以阐明其疗效机制，为临床
提供有特色的中药新药。

南中医中药杂志，2002，23（3）：4.
［13］ 高贵云. 中西药联合治疗生殖器疱疹 66 例临床观察. 湖南
中医学院学报，2002，22（1）：62.
［14］ 杨志波，欧阳恒，欧柏生，等. 中药黄白液抑制Ⅱ型单纯疱
疹病毒复制的实验研究. 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03，
8（3）：308-310.
［15］ 任小丽，陈晋广. 黄白液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皮损中人
l3 防御素一 2mRNA 表达的影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今后应充分结合中药药理学、现代医学对生殖器疱
疹的最新认识，加强对中药治疗 GH 的研究，筛选出疗
效确切、毒性小、抗病毒作用强的特色中药。另外，复
发性生殖器疱疹对患者的心理造成较大的伤害，健康教
育、心理干预也是不可忽视的治疗手段，这也符合现代
医学发展模式，即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对疾病治
疗的认识，值得相关医家进一步深入探讨。

2006，26（12）：1119-1121.
［16］ 李红毅，郑毅春，范瑞强，等. 中药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模
型神经节的超微结构和潜伏病毒的影响. 中国皮肤性病学
杂志，2007，21（10）：590-592.
［17］ 范瑞强，李红毅，谢长才，等. 豚鼠生殖器疱疹模型及细胞
培养法观察中药抗病毒胶囊的抗病毒作用. 中华皮肤科杂
志，2001，34（3）：198-201.
［18］ 范瑞强，谢长才，禤国维，等. 中药抗病毒胶囊对Ⅱ型单纯
疱疹病毒作用的电镜观察.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0，20（4）：30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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