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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调研·

桃红四物汤及其加减方治疗糖尿病肾病的
随机对照系统评价
朴珍嬉

曲志成

孙其伟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桃红四物汤及其加减方治疗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的
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收集 Cochrane 图书馆临床对照试验库、MEDLIN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相关桃红四物汤及其加减方治疗 DN 的随机或半
随机对照试验文献。检出文献由两名研究人员选择并提取资料，按照 Cochrane 系统评价的方法评价纳入
研究的质量和提取有效数据，应用 RevMan 5.0.24 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共收集文
献 11 篇，患者 956 例。11 篇研究的样本含量小且方法学质量较差，故无法进行高质量研究的敏感性分析。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桃红四物汤及其加减方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早期和临床期 DN 患者的 24 小时尿蛋白
定量（24 h UPE），降低Ⅲ、Ⅳ期患者血肌酐（Scr），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肾功能。对 DN 患者的
甘油三酯（TG），胆固醇（CHO）有降低；可更好控制 DN 患者的空腹血糖（FBG）及糖化血红蛋白（HbA1c）。
治疗期间尚未发现严重的不良反应。结论 桃红四物汤及其加减方可能是一种相对安全和有效治疗 DN
的药物。由于纳入试验方法质量较低，以及可能存在发表偏倚，使本系统评价的证据强度不足。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桃红四物汤及其加减方；系统评价；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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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Tao Hong Si Wu decoction in
treating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Metho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on Tao Hong Si Wu
decoction in treatment of DN were searched in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CMCC, VIP, CNKI, CBM.
Data were strictly extracted using the fundamental evaluation method recommended in Cochrane Handbook and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RevMan 5.0.24 software. Results Eleven RCTs of 956 patients of DN
were analyzed. The content and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these 11 test samples were low, which could not be
undertaken high quality research of sensitivity analysis.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ao Hong Si Wu
decoction could be reduced to some extent, the early and clinical stage of DN patients with 24 h UPE reduce the
III, IV of Scr, and improve renal fun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ao Hong Si Wu
decoction could lower TG and CHO, better control FBG and HbA1c of DN patients, besides,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have not been found during the treatment. Conclusion Tao Hong Si Wu Decoction could be a
relatively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of DN drugs. However, a high probability of selection bias and
measurement bias in the included studies was bound to affect the strength of the results.
【Key words】 Diabetic nephropathy；Tao Hong Si Wu decoction；System review；Meta-analysis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为由

球系膜基质增生，形成结节状硬化；后期表现为

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变，病理上早期表现为肾小

肾小球、肾小管间质纤维化。临床以水肿、高血
压、蛋白尿、肾功能不全为主要表现。DN 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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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记载的“肾消”，消渴继发的“水肿”、
“尿浊”、
“关格”相似，属消渴病肾病范畴。目前临床有
报道采用活血药物治疗 DN 的小样本随机对照试
验，但由于样本量偏小，检验效能偏低，试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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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疗效没有得到系统的评价，故确切效果无法

照组采用空白对照或阳性药物对照，其他干预措

得到国外认可。因此，本研究以桃红四物汤及其

施如常规治疗和（或）其他药物等两组间一致。

加减方作为代表，对其治疗 DN 的随机和半随机

1.5

①主要指标：UAER、24 h UPE、Scr；全血

试验治疗 DN 的有效性进行客观评价，分析中医
药治疗 DN 的临床研究的科学性。

临床观察指标

黏度高切（BVH），全血黏度低切（BVL），血浆
黏度（PV），红细胞聚集指数（EAI）。②次要指

1

标：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
、

资料与方法

1.1

甘油三酯（TG）、胆固醇（CHO）。此外，研究文

文献收集范围
文献选自 Cochrane 图书馆临床对照试验库

（2010 年第 1 期）
、MEDLINE（1990 年 1 月～2010

献还应涉及有效率、不良反应。
1.6

质量评价
文献质量评价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系统评价

年 8 月）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1990 年 1
月～2010 年 8 月）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VIP）

员手册 4.2.2 版本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由两名研

（1990 年 1 月～2010 年 8 月）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究者独立筛选文献、评价文献质量、提取数据并

数据库（CBM）
（1990 年 1 月～2010 年 8 月）
。

交叉核对，不同意见与第三方讨论解决。如文中

1.2

信息不全或不清楚，设法与原始研究作者联系获

检索词

1.2.1

中文检索词：桃红四物汤、血府逐瘀汤、

取信息。对检索文献逐篇阅读，参照纳入标准进

补阳还五汤、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脏病。

行选择。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随机分配方

1.2.2

案隐藏、盲法、治疗意向性分析及随访共四方面

英文检索词：TaoHong SiWu Decoction、

Stasis-Expelling Decoction、XueFu ZhuYu Decoction、

的质量评价。研究质量将按照从高到低分为 A、B、

Blood

C 三级。A 级：低度偏倚，完全满足 4 条质量标准，

House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

Yang-Tonifying Five-Returning Decoction、diabetic

发生各种偏倚的可能性最小；B 级：中度偏倚，

nephropathy、diabetic kidney disease。

其中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标准为部分满足，有发生

1.3

偏倚的中度可能性；C 级：高度偏倚，其中三条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1.3.1

纳入标准：①研究类型：有关桃红四物汤

或者三条以上的标准完全不满足，有发生高度偏

及其加减方与安慰剂、空白对照或其他药物对比，

倚的可能性。

DN 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半 RCT 试验；是否

1.7

采用盲法不限，语种及文献发表类型不限。②研

1.7.1

预设亚组：根据 DN 分期进行分组。

究对象：应符合 DN 临床诊断标准，根据 Mogensen

1.7.2

Meta 分析：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 RevMan

诊断和分期标准，不受糖尿病类型、年龄、性别、

5.0.24 版本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二分类变量采用

病程及种族的限制；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

Peto-比数比（Peto OR）及其 95%CI 为效应量，计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24 h UTP）或血清肌酐（Scr）

量资料采用均数差（MD）及其 95%CI 表示；当

升高；疗程≥4 周。

测量单位不同时，则选择标化均数差（SMD）及

1.3.2

其 95%CI。采用 χ2 检验，检验各研究间的异质性。

排除标准：①原发性肾脏疾病、严重的心

统计学方法

血管及肝脏疾病者；②文献类型为综述、动物实

当 P＞0.05，I2＜50%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

验、非 RCT 试验，或重复发表文献等。

各研究间有统计学异质性（P≤0.05，I2≥50%）
，

1.4

研究用药

根据可能出现的异质性因素进行亚组分析或敏感

治疗组采用的观察药物为桃红四物汤及其加

性分析以消除异质性。如异质性仍存在，但临床

减方（剂型、剂量、用法不限，疗程≥4 周）；对

上提示存在同质性，可进行合并，应用随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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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分析。若异质性过大导致不能合并则采

远期指标。

用描述性分析。如异质性源于低质量研究，则进

2.2.2

行敏感性分析。用漏斗图分析发表偏倚。

2 项干预措施为基础治疗＋血府逐瘀汤加减

干预措施：11 篇文献中，统计治疗组中有
［5，7］

，

［1-3，6，8-11］

，1 项

8 项为基础治疗＋补阳还五汤加减
结果

2
2.1

为基础治疗＋补阳还五汤＋替米沙坦
有 9 项干预措施为基础治疗

文献检索结果
初检出相关文献 120 篇，包括中文 115 篇，

英文 5 篇。通过阅读题目、摘要，以及查阅全文，

［4］

。对照组

［2-3，5-11］

，2 项为基础

［1，4］

。观察 4 周～6 个月。

治疗＋ACEI/ARB 药物
2.3

疗效分析
［2，5-11］

有 109 篇因研究目的与本系统评价不符而被排除，

有 8 篇文献进行了疗效评价

。其中治疗

最终纳入 11 篇 RCT 文献，均为中文文献。

组 376 例、对照组 358 例。异质性检验 P＝0.26，

2.2

I2＝21%，采用固定效应模型。Meta 分析结果显示，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2.2.1

研究对象：所收集的文献均来自中国，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体效应检验 P＜0.001，OR＝

究对象均为中国人。956 例 DN 患者中，男性 488

3.43，95%CI（2.44～4.82）]，表明治疗组疗效优

例，女性 468 例；治疗组 488 例，对照组 468 例。

于对照组。文献中各项指标统计结果见表 1。

在 11 篇文献中，有 6 篇文献说明了纳入病例的糖

2.4

［1-6］

尿病分型，均为 2 型糖尿病

安全性评价
纳入的 11 篇文献中，1 篇提及治疗期间无明

。11 篇文献均描述

［3］

了 DN 分期，其中 8 篇为Ⅲ期，3 篇为合并 DN 的

显副作用或未见不良反应

Ⅲ、Ⅳ期。全部文献均未涉及随机分组方法、盲

反应问题，因此本系统评价未能进行不良反应发

法、随访，以及研究过程中是否存在病例脱落等

生率的比较。

文字描述。1 篇文献提及研究过程中是否存在不良

2.5

，其余均未提及不良

敏感性分析

事件，其余 10 篇未提及。所有文献均提及基线比

由于纳入的 11 篇文献的方法学质量均较差，

较且两组间基线相似性均较好，所有文献均未提

故无法进行高质量研究的敏感性分析。此外，由

及与 DN 相关的病死率及终末期肾病的生存率等

于 11 篇文献均未提及盲法，故本系统评价无法进

表1
观察指标

文献量(篇)

研究文献中临床观察指标的统计学分析

例数

Meta 分析结果

异质性检验

治疗组

对照组

I2

P值

效应量

95%CI

P值

24hUPE

4

152

142

93%

＜0.01

SMD＝－0.50

（－0.89～－0.11）

＜0.01

UAER（Ⅲ期）

8

371

349

94%

＜0.01

WMD＝－1.05

（－1.21～－0.89）

＜0.01

患 者 UAER

3

118

118

99%

＜0.01

WMD＝－1.95

（－2.39～－1.52）

＜0.01

WMD＝－0.97

（Ⅲ、Ⅳ期）
Scr（Ⅲ期）

2

77

75

0%

＞0.05

Scr（Ⅳ期）

1

48

38

—

—

SMD＝－51.00

（－5.63～3.69）
（－70.76～－31.24）

＞0.05
＜0.01

BVH

4

202

196

35%

＞0.05

WMD＝－1.07

（－1.29～－0.86）

＜0.01

BVL

4

202

196

95%

＜0.01

WMD＝－2.50

（－4.15～－0.85）

＜0.01

PV

4

202

196

98%

＜0.01

WMD＝－0.61

（－1.03～－0.18）

＜0.01

EAI

3

168

162

61%

＞0.05

WMD＝－0.21

（－0.37～－0.06）

＜0.01

FBG

10

433

413

98%

＜0.01

WMD＝－0.39

（－0.46～－0.33）

＜0.01

HbA1C

7

333

315

96%

＜0.01

WMD＝－0.30

（－0.35～－0.24）

＜0.01

CHO

4

169

165

82%

＜0.01

WMD＝－0.36

（－0.53～－0.18）

＜0.01

TG

4

169

165

86%

＜0.01

WMD＝－0.34

（－0.47～－0.21）

＜0.01

注：24 h UTP：24 小时尿蛋白定量；UAER：尿白蛋白排泄率；Scr：血清肌酐；BVH：全血黏度高切；BVL：全血黏度低切；PV：血浆黏
度；EAI：红细胞聚集指数；FBG：空腹血糖；HbA1c：糖化血红蛋白；CHO：胆固醇；TG：甘油三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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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除未采用盲法的临床试验敏感性分析。

病发生率或需透析的病例数、全因病死率和生存

2.6

发表偏倚评估

质量等，故无法判断远期疗效。终点指标相对于中

对涉及比较两组患者有效率的 8 篇文献进行

间指标可靠性、重复性高，均影响试验结果的代表

了“漏斗图”分析。漏斗图显示不对称，提示可

性和准确性。由于纳入试验数量有限，方法学质量

能存在发表偏倚及试验方法学质量低下，阴性结

低下，故目前证据尚不足以推荐临床单独应用桃

果的试验可能未发表。

红四物汤或化裁方治疗 DN，但应用桃红四物汤或
化裁方与其他方法联合应用可能成为治疗 DN 有

3

前景的方法。

讨论
桃红四物汤出自《医宗金鉴》，由桃仁、红花、

参

当归、白芍、熟地黄、川芎组成，具有活血化瘀、
［12］

养血补血功效

。DN 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微血

管并发症之一。早期表现为尿中排出微量白蛋白，

［1］

全。蛋白尿是肾脏损伤的一个重要指标

。

本结果显示，以桃红四物汤及其加减方联合

球硬化。糖尿病患者 TG、CHO 紊乱易加速 DN
进展

验 Cochrane 质量评级多为 C 级。仅少数试验描述

刘小菊，叶玉珠. 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58 例.
冯琼，邵跃斌，冉建民，等. 补阳还五汤联合替米沙坦治疗
1414-1415.

［5］

郁卫刚，吴蕾. 活血化瘀法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36 例疗效观
察.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07，17（8）：478-479.

［6］

魏玲玲. 益气活血法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30 例临床观察. 中
医杂志，2004，45（1）：39-40.

［7］

阎奇，刘鹰. 血府逐瘀汤为主治疗糖尿病肾病 48 例疗效观察.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7，14（4）
：70-71.

。本结果显示，基础治疗合用桃红四物汤

防止肾小球硬化。此次系统评价所纳入的临床试

李林. 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34 例临床观察.

早 期 糖 尿 病 肾 病 疗 效 观 察 . 广 东 医 学 ， 2008 ，29 （ 8 ）：

［14］

及其加减方可降低 FBG、HbA1c、CHO、TG 水平，

徐国海，毛国华，严军. 补阳还五汤对早期尿白蛋白的影响.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3（1）
：75-76.
［4］

Scr，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肾功能。研究提示，TG、
CHO 紊乱可影响肾脏局部血液动力学，促进肾小

献

中医药导报，2006，12（6）：16-17.
［3］

常规治疗可提高疗效，减少早期和临床期 DN 患
者的 24 h UTP、UAER；降低合并Ⅲ、Ⅳ期患者

文

实用糖尿病杂志，2006，2（4）：39-40.
［2］

继之出现临床蛋白尿，最终进展为慢性肾功能不
［13］

考

［8］

王利萍. 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糖尿病肾病 30 例. 中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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