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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突发性耳聋的研究进展
李漫

杨翼

原发性突发感音神经性听力减退是指突然发生的，

虚弱型多为重度和极重度耳聋。听力损失程度、听力图

可在短时间内出现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至少在相连的

类型与中医辨证相关。突聋患者在痰火郁结型、肝火上

2 个频率听力下降 20 dB 以上，简称突聋。每年的发病

扰型和气滞血瘀型多伴发眩晕。戈言平等

率约 5～20 例/10 万

［1 ］

［6］

观察 158

。突聋属于中医学暴聋的范畴。

例突聋患者，TCD 异常者（占 67%）治疗有效率高于

据报道，中医药治疗突发性耳聋已相当普遍，并取得较

TCD 正常者，提示突聋患者多有微循环障碍，听力损

好疗效。现就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突发性耳聋的进展做一

失程度和 TCD 检查与中医辨证相关。傅晓东和葛灏

综述。

观察 50 例突聋者 74%存在微循环障碍，主要表现在襻

［ 7］

周状态、血液流态上，肝火上扰型的微循环改变较为
1

明显。

辨证分型治疗
王永钦

［2］

将暴聋辨证分为 5 型：①邪毒袭滞，用

《兰室秘藏》柴胡聪耳汤加减；②肝郁化火，用丹栀逍

2

遥散加减，或柴胡疏肝散、或通气散加减或用《杂病源

2.1

流犀烛》聪耳芦荟丸加减；③气血瘀阻，用通窍活血汤

滴丹参注射液治疗突聋 30 例。结果，治疗组、对照组

加减或合用通气散，或用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④心脾

总有效率分别为 76.67%，66.67%。治疗组对舌质的改

两虚，以归脾汤加减、或益气聪明汤、或补中益气汤加

善明显。朱天民等

减；⑤阴精虚衰，用《万病回春》滋阴地黄汤或滋肾通

汤治疗，有效率为 76.7%。患者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的

［3 ］

耳汤加减。林祖辉等

辨证分型治疗突发性耳聋 56 例，

单方治疗
活血化瘀法：刘建华等

［ 9］

［ 8］

口服耳聋合剂、静脉点

对 60 例突聋患者给予血府逐瘀

Ⅰ、Ⅲ、Ⅴ波波形及峰潜伏期，TCD 椎基底动脉血流

分为热毒上扰、痰火郁结、痰瘀闭窍、中气下陷、脾肾

速度及脑血流参数均有不同程度改善。王建波和王金

虚损 5 型。对照组用地塞米松片等口服。结果，中药组

泉

总有效率为 81.96%、对照组 71.11%（P＜0.05）
。赵俐

效率为 81.8%。

［4］

和海波

将 60 例突聋患者辨证分风热侵袭、肝火上炎、

［ 10］

2.2

用耳聋复聪汤为主治疗重度突聋，33 例中总有
［11］

清肝泻火法：曹子成等

用龙胆泻肝汤加味治疗
［12］

痰火郁结型、脾气不足型、肾精亏损型 5 型，配合常规

突聋 41 例总有效率为 93.18%。方永山

西药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3.3%、对照组（50

汤加减配合川芎嗪、低分子右旋糖酐、能量合剂及维生

例）总有效率 72%。王东方和孙玲玲

［5］

将突聋患者分

用龙胆泻肝

素治疗突聋 60 例，总有效率为 82.3%。
［13］

为 6 型，其中以风热侵袭型、肝火上扰型最多。风热侵

2.3

袭型多为轻中度耳聋；肝火上扰型多为中度耳聋；痰火

聋 55 例，在听力方面的总有效率为 93.10%；耳鸣总有

郁结型、气滞血瘀型多为重度耳聋；肾精亏损型、脾胃

效率为 81.8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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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活血法：朱明等

用养心滋肾汤加减治疗突

平肝熄风法：张铁英和张立刚

［14］

以滋阴潜阳、补

益肝肾、活血通窍的经验方治疗突聋 45 例，加用辅酶
A 注射，口服西比灵等治疗，总有效率为 93.33%，耳
鸣总有效率为 85%。
2.5

［15］

疏风通窍法：熊大经

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突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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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40 例，结果，耳聋痊愈 7 例、显效 16 例、有效 13 例、

能量合剂，总有效率为 62.2%。郭奭涛等

无效 4 例；耳鸣痊愈 4 例、显效 12 例、有效 11 例、无

瘀口服液与高压氧联合治疗突发性耳聋 64 例，有效率

效 4 例。尹文艳

［16］

治疗突聋 27 例在红花注射液静脉

滴注及能量合剂高压氧治疗基础上，加用解毒通窍汤。
［17］

结果总有效率为 81.5%。叶伊琳

［30］

为 92.19%。顾真

丹参注射液治疗突发性耳聋 30 例，总有效率 66.67%。

4

中药注射剂

30 例，总有效率为 80%。
2.6

化痰通窍法：田野

用愈风宁心冲剂、配合能量合剂及

用中药银翘散合二

陈汤及低分子右旋糖酐、地塞米松静滴治疗突聋患者

郭艳荷

［18］

用血府逐

用自拟通耳液、复方丹参注

［31］

观察川芎嗪治疗突发性耳聋 34 例，总

有效率为 79.4%。陈彤和毛臻

［32］

用血塞通注射液治疗

射液静脉点滴治疗耳聋 57 例，显效 39 例、有效 13 例、

突聋 58 例，总有效率为 84.48%，全血黏度（低切）、

无效 5 例，总有效率为 91.2%。

血浆黏度均降低。李珞

2.7

益气活血法：金慧鸣

［ 19 ］

用通窍聪耳汤治疗突聋

［ 33 ］

用血栓通治疗突聋患者 30
［34］

例，有效率为 88.6%。张向阳等

用金纳多治疗突聋

32 例，并配合低分子右旋糖酐、能量合剂及维生素、

86 例，有效率为 89.53%，经金纳多治疗后血浆 TXA-2

地塞米松，14 d 为 1 个疗程。结果，耳聋总有效率为

降低、PGI-2 升高、血清 sICAM-Ⅰ含量下降，均优于

［20］

81.25%；耳鸣总有效率 91.7%。邢奋丽等

用加味补

对照组。张淑凤等

［35］

用金纳多治疗突聋 86 例，治疗

中益气汤治疗突聋 22 例，
结果，
ABR 短声反应阈和 40 Hz

后血液黏度下降、SOD 活力提高、LPO 含量下降，均

AERP 阈值均显著降低，ABRⅠ、Ⅲ波引出率提高。于

优于对照组（P＜0.05)。吴欣华

［21］

文艳和李新

用加味补阳还五汤加减及川芎嗪、维生

疗突聋 43 例，总有效率为 81%。郭宏等

［37］

用灯盏细

辛注射液治疗突聋，疗效优于常规西药组。张新婷

［22］

将突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疏肝理气法：卢日铭

用灯盏花注射液治
［38］

素等治疗突聋，总有效率为 89.39%。
2.8

［36］

观

察葛根素治疗突发性耳聋，总有效率为 75%。刘赟和严
［39］

各 42 例，两组均用三磷酸腺苷、辅酶 A、肌苷、654-2

道南

片，高压氧治疗。治疗组在上述基础上，加用逍遥散、

治疗后全血黏度明显下降。何宁等

复方丹参注射液，连用 15 d。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疗突聋 23 例，有效率为 86.9%。汤凌浩等

92.86%，优于对照组（66.67%）
。

能量制剂和高压氧的基础上，加天麻素治疗突聋 63 例，

用脉络宁治疗突聋，总有效率为 78.33%（60 例）
，
［40］

用杏丁注射液治
［41］

在激素、

［42］

有效率为 84.85%。赵丽萍等
3

用参麦注射液治疗突发

性耳聋 20 例，总有效率为 85%。成新艳

自拟中药制剂
李华和李云英

［23］

用耳聪胶囊治疗突聋 30 例，总

［43］

用碟脉灵

治疗突发性耳聋，有效率为 92%（150 例）。

［24］

有效率为 96.67%。王红力等

采用生脉胶囊治疗突聋

57 例，配合高压氧治疗，2 周后有效率为 91.2%。袁琨
和刘波

［ 25 ］

用抗脑衰胶囊治疗突聋 50 例。总有效率
［26］

96.0%。李瑞玉等

用太圣脑血康治疗突发性耳聋 34

5
5.1

中药配合其他疗法
［44］

采用扩张血管或降低血

中药配合针灸：林友平

液黏滞度药物，配合神经营养剂治疗突聋，有选择地应

例，治愈率为 50%、有效率为 88.2%。治疗后全血黏度

用激素。分为肝火上扰型、痰热郁结型、瘀滞清窍型，

明显降低、血浆比黏度、纤维蛋白原均有显著改变。刘

给予相应的方药，并配合针灸。针灸取耳门、听宫为主

［27］

福官等

采用豚鼠静脉注射高分子右旋糖酐造成血瘀

穴，配穴为外关、阳陵泉、足三里、三阴交。结果，128

模型，检测耳蜗电位、血液流变学等指标变化。结果，

例中，痊愈 37 例、显效 41 例、有效 39 例、无效 11 例，

王不留行可改善血瘀模型豚鼠耳蜗电位（CM、N1）的

总有效率为 91.3%。孙善凤

下降幅度，降低全血黏度。给予王不留行口服液治疗突

合针刺治疗突发性耳聋 38 例，取穴：双侧耳门、听宫、

［28］

发性耳聋 32 例，总有效率为 75.01%。胡连生等

观

察泻火治聋冲剂治疗突发性耳聋 90 例，配合静脉点滴

［45］

用龙胆泻肝汤加减、配

听会、三阳络、中渚、太冲，配合心理疏导。结果，总
有效率为 92%。张瑛媛

［46］

用穴位注射（取颅息、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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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配合中药耳聋饮治疗突发性耳聋 78 例，总有效率

各转外毛细胞均出现凋亡阳性染色，表明耳毒性药物可

为 88.5%。

诱发耳蜗外毛细胞发生凋亡。复方丹参可对抗凋亡发

5.2

中药配合高压氧：杨英

［47］

用丹参注射液、激素、

生；且凋亡发生早期对豚鼠听力阈值无明显影响。

高压氧治疗突聋 57 例，加服中药自拟方（红景天 30 g、
葛根 30 g、太子参 30 g、
土鳖虫 10 g），有效率为 85.96%。
李立新

［48］

7

结语
中西医结合治疗突发性耳聋，其作用机理可能为：

用高压氧疗法配合中药（黄芪、党参、生地

黄、丹参各 20 g，柴胡、龙胆草、石菖蒲、当归、川芎、

①降低血液黏度，改善耳蜗微循环，使内耳血流通畅；

半夏各 10 g，黄柏、菊花各 15 g，泽泻、葛根各 30 g）

②通过增加前列环素（PGI2）、降低血栓素（TXA2）

治疗突聋，有效率为 87%（52 例）
。

含量使血管扩张，降低血小板聚集性，以利于内耳的血
液供应；③提高了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减轻

6

自由基对内耳的损伤；④对抗耳蜗毛细胞凋亡发生。中

中药的实验研究现状
郑国庆

［49］

探讨张志远治疗耳鸣、耳聋的验效方加

药具有益气活血、补肾理气等作用，可降低血液黏稠度，

味通气散的开通听户玄府的微循环机制，显微镜观察

增加内耳供血、供氧、有利于内耳病变组织的恢复。中

到，该方可改善肾上腺素(AD)滴注后脑膜微循环的血

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突发性耳聋疗效确切。

色、血液流态和血液流速，降低 AD 滴注前后毛细血网
［50］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①诊断和疗效标准尚不统

采用光化学诱导法造成

一；②缺乏临床对照研究；③缺乏大样本研究；④缺乏

耳蜗微循环障碍致突聋的动物模型，观察中药泻火治聋

随访；⑤中医基础和实验研究较少。随着我国近年突发

冲剂改善听力情况。中药组动物的脑干诱发电位阈值较

性耳聋多中心研究的开展，应加强中医对突发性耳聋的

造模组明显降低（P＜0.01），耳蜗毛细胞损伤现象好转，

研究，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的优势。

交点数和管径之差。刘飞等

内外毛细胞耳蜗琥珀酸脱氢酶（SDH）分布增加。表明

参

泻火治聋冲剂有改善耳蜗微循环、治疗突聋作用。张凯
［51］

亮和胡连生

对肝火上炎证与突发性耳聋的研究近况

系统分析后，发现两者有交叉的实验指标，如前列腺素、

［1］

供了思路与方法。肖家翔

［52］

用灯盏花注射液、通窍活

血汤治疗突发性聋 52 例。结果，随着听力损失程度的
加重，血液流变学的各项指标均升高，中、重度聋的全
血黏度、血浆黏度、RBC 聚集指数与对照组血液流变
［53］

采用自拟脑耳聪系列方剂Ⅰ-Ⅲ号、山莨菪碱、

等

［55］

Baxm RNA 表达减弱、Bcl-2/Bax 比例增加。巴云鹏等

对 35 只豚鼠应用耳毒性药物丁胺卡那霉素，3 d 后耳蜗

林祖辉，叶杰清，徐璐洁. 辨证分型治疗突发性耳聋 56 例观
赵俐，海波. 中西医结合治疗突发性耳聋疗效观察. 内蒙古中
王东方，孙玲玲. 突发性耳聋纯音测听图形类型与中医证型
相关性研究. 辽宁中医杂志，2004，31（11）：899-900.

［6］

戈言平，沈强，徐锦. 突发性耳聋纯音测听、经颅多普勒检
查与中医证型相关性研究. 中国中医急症，2009，18（5）：
748-750.

［7］

傅晓东，葛灏. 突发性耳聋听力、甲襞微循环与中医辨证关
系初探. 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2000，8（4）：
170-172.

［8］

刘建华，刘巧平，张亚力，等. 活血化瘀法治疗突发性耳聋
的临床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07，14

采用肌肉注射氢化可的松注射液制作 SD 大鼠肾

培元方可使肾阳虚大鼠耳蜗 Bcl-2mRNA 表达增强、

柴峰. 王永钦教授辨证论治暴聋经验. 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

医药，2003，22（6）：19.
［5］

［54］

阳虚模型，给予补肾阳的固肾培元方治疗。结果，固肾

姜泗长，顾瑞，王正敏. 耳鼻喉科全书耳科学. 上海：上海科

察. 实用中医药杂志，2003，19（3）
：117-119.
［4］

尿激酶治疗 50 例突聋，治疗组耳聋有效率为 81.8%、
治愈率为 36.3%，免疫指标（TX A2、GI2）改善。李莉

献

2003，16（11）： 1636.
［3］

学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有效率为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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