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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乌梅丸用于寒热错杂型腹泻型
肠易激综合征的疗效评价
叶涛

陶夏平

【摘要】 目的 观察乌梅丸治疗寒热错杂型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的临床疗效。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门诊患者，对符合中医寒热错杂证诊断标准、西医肠
易激综合征（腹泻型）诊断标准的 46 例患者，均予乌梅丸加减方治疗，分别观察大便次数、大便性状、
腹痛不适、肠鸣、畏寒怕冷 5 种主要症状。并对治疗前、治疗后 1 周、2 周及 4 周进行症状积分评价。结
果 治疗后 1 周、2 周及 4 周时患者总有效率分别为 58.70%(27/46)、84.78%(39/46)、97.83%(45/46)，
其中总有效率治疗后 2 周与治疗后 1 周比较，治疗后 4 周与治疗后 2 周比较，治疗后 4 周与治疗后 1 周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 2 周与治疗 1 周比 χ2＝8.571；治疗 4 周与治疗 2 周比 χ2=16.426；治疗
4 周与治疗 1 周比 χ2＝35.622，P 均＜0.05）。治疗后 4 周大便次数、大便性状、腹痛不适、肠鸣、畏寒怕
冷有效率分别为 82.05%(32/39)、95.56%(43/45)、92.86%(39/42)、85.71%(18/21)、64.29%(27/42)，与
治疗后 1 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便次数 χ2＝7.123、大便性状 χ2＝13.611、腹痛不适 χ2＝7.721、
肠鸣 χ2＝10.096、畏寒怕冷 χ2＝10.769，P 均＜0.05）。结论 乌梅丸治疗寒热错杂型肠易激综合征（腹泻
型）疗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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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Wumei Pill in the treatment of
cold-heat complex 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Methods Modified Wumei Pill was
adopted to treat 46 cases of cold-heat complex diarrhea 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Five main
symptoms of stool frequency, stool shape and properties, abdominal pain and discomfort, bowel gurgling,
vulnerable to the cold were observed. The symptom scores before the treatment and 1 week, 2 weeks and 4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of 1 week, 2 weeks and 4 weeks, the
overall efficiency was 58.70%(27/46), 84.78%(39/46), and 97.83%(45/46)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courses(between treatment of 2 weeks
and 1 week χ2＝8.571,between treatment of 4 weeks and 2 week χ2＝16.426,between treatment of 4 weeks and 1
week χ2＝35.622). Effective rate of symptoms after 4 weeks treatment were respectively: stool frequency
82.05%(32/39), stool shape and properties 95.56%(43/45), abdominal pain and discomfort
92.86%(39/42),bowel gurgling 85.71%(18/21), vulnerable to the cold 64.29%(27/42), and there was obvious
differences in effective percentage of five kinds of symptoms between treatment of 4 weeks and 1 week(Stool
frequency χ2＝7.123、stool shape and properties χ2＝13.611、abdominal pain or discomfort χ2＝7.721、bowel
gurgling χ2＝10.096、vulnerable to the cold χ2＝10.769). Conclusion . The clinical effect of Wumei Pill for
the treatment of cold-heat complex diarrhea 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as 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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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
是临床上常见的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是一类具
有特殊病理生理基础的身心疾病，表现为腹痛、
腹胀，大便性状、频次的改变，这些症状呈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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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间歇性发作，但缺乏明显的形态学、病理学、

肿瘤等引起的腹泻；③严重的心脑血管系统、肝、

生化血液等指标异常。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在中

肾、造血系统疾病以及肿瘤等患者；④应用可能

医学归属“泄泻”、
“腹痛”等范畴，与“大肠泄”
、

影响胃肠道功能的药物者；⑤有消化道手术病史、

“痛泄”、“郁证”症状接近。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严重原发性疾病及精神病者；
⑥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判断者。
1.4

资料与方法

1
1.1

治疗方法：所有纳入病例均予乌梅丸加减：

一般资料：收集 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乌梅、细辛、桂枝、黄连、黄柏、当归、川椒、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门诊患者 46 例，其中

制附片、干姜、党参，水煎服，3 次/d，三餐后半

男性 27 例、
女性 19 例；
年龄 18～75 岁，平均（47.46

小时服药，200 ml/次，并嘱患者忌食辛辣刺激及

±15.17）岁；病程 3 个月～30 年、平均（46.80

肉食、牛奶、鸡蛋、海鲜等肥甘厚腻之品。

±61.17）个月；大便频次改变者 39 例、大便性状

1.5

改变者 45 例、腹痛不适者 42 例、肠鸣者 21 例、

表现及主诉分为大便次数、大便性状、腹痛不适、

腹部畏冷 42 例。

畏寒怕冷、肠鸣五方面进行疗效观察，确定临床

1.2

临床诊断标准：⑴西医诊断标准

［1 ］

：反复发

临床观察指标［2］：根据患者症状学上的阳性

症状分级量化数值，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1 周、

作的腹痛或腹部不适，最近 3 个月内每月发作至

2 周、4 周时进行症状积分评价，见表 1。

少 3 日，伴有以下 2 项或 2 项以上的改变：①排

1.6

便后症状改善；②发作时伴有排便频率的改变；

痊愈：主要症状消失，次要症状基本消失或消失，

③发作时伴有粪便性状(外观)改变。⑵中医诊断

证侯积分减少≥95%；②显效：主要症状消失，次

［2 ］

疗效判定标准：⑴证侯疗效判定标准［2-3］：①

：寒热错杂型主症：①腹泻便秘交作；②

要症状基本消失，证侯积分减少≥70%，＜95%；

便下黏冻，或夹泡沫；③便前腹痛，得便即宽；

③有效：主要症状明显减轻，证侯积分减少≥

④舌暗红，苔白腻；⑤脉弦细或弦滑。次症：①

30%，＜70%；④无效：未达到有效标准，证侯积

腹胀肠鸣；②口苦；③肛门下坠；④排便不爽。

分减少不足 30%。以上计算采用尼莫地平法：[（治

证型确定：具备主症 2 项加次症 2 项，或主症第 1

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项加次症 3 项。

⑵疗效判定标准：①痊愈：控制疗程结束后，症

1.3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⑴纳入标准：①符合

状消失；②显效：疗程结束后，症状分级减少 2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西医诊断标准；②符合中医

级；③有效：疗程结束后，症状分级减少 1 级；

寒热错杂病机证型诊断标准；③年龄为 18～75 岁；

④无效：达不到上述标准者。

④均签署知情同意书。⑵排除标准：①经内镜检

1.7

查、病理证实为结肠炎症、溃疡性结肠炎、结肠

数据分析。有效率比较用 χ2 检验；症状积分以均

息肉等器质性病变者；②经检查证实为痢疾、霍

数士标准差( x

乱，以及全身性疾病、中毒、寄生虫感染、恶性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标准

表1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

± s )表示，统计方法用秩和检验。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症状与积分评价标准

症状

无(0 分)

轻(1 分)

中(2 分)

重(3 分)

大便次数

每日 1 次

每日 3 次以下

每日 4～5 次

每日 6 次以上

大便性状

质软成条

稀软或稍溏

大便稀溏

如水或粘液样

腹痛不适

无

偶有轻微腹痛不适或腹痛不适偶有发作

腹痛不适较重，但能忍受或发作频繁

剧烈腹痛不适，不能忍受

肠鸣

无

偶有肠鸣

时有肠鸣

肠鸣持续不已

畏寒怕冷

无

轻微畏寒、怕进冷食，喜暖

明显畏寒，喜按喜暖，进凉食则易患病

显著畏寒，喜按喜暖，每进凉食即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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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2.1

表4

临床疗效比较：在治疗后 1 周、2 周及 4 周，

总有效率分别为 58.70%、84.78%、97.83%，其中
治疗后 2 周与治疗后 1 周比较，治疗后 4 周与治
疗后 2 周比较，治疗后 4 周与治疗后 1 周比较，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治疗前后症状积分
变化比较(分， x ± s )

观察时间 例数 大便次数 大便性状 腹痛不适 畏寒怕冷
46

治疗前

治疗后 1 周 46

2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值分别为 8.571、16.426、
35.622，P 均＜0.05），见表 2。

治疗后 2 周 46
治疗后 4 周 46

表2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观察时间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后 1 周 46

0(0.00)

3(6.52) 24(52.17) 19(41.30) 27(58.70)

治疗后 2 周 46

1(2.17)

6(13.04) 32(69.57) 7(15.22) 39(84.78)

治疗后 4 周 46

2(4.35) 22(47.83) 21(45.65)

2.2

1(2.17) 45(97.83)

症状有效率比较：治疗后 4 周大便次数、大

便性状、腹痛不适、肠鸣、畏寒怕冷有效率分别
为 82.05%、95.56%、92.86%、85.71%、64.29%，
与治疗后 1 周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
分别为 7.123、13.611、7.721、10.096、10.769， P
均＜0.05），见表 3。
表3

肠鸣

1.30±

2.04 ±

1.72 ±

1.93 ±

0.89 ±

0.79

0.63

0.66

0.68

1.06

0.78 ±

1.24 ±

0.85 ±

1.70 ±

0.67 ±

0.63a

0.87a

0.79a

0.70a

0.92a

0.59 ±

0.78 ±

0.59 ±

1.37 ±

0.50 ±

0.62b

0.73b

0.72b

0.74b

0.78b

0.43 ±

0.46 ±

0.28 ±

1.20 ±

0.30 ±

0.58c

0.59d

0.54d

0.74d

0.55d

a

b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与治疗后 1 周比较， P＜0.05；与
治疗后 2 周比较，cP＞0.05，dP＜0.05

病症状较轻，日久或迁延失治则易导致寒、热、
痰、湿、瘀等病理因素互结。最终伤及肝、脾、
肾三脏，待患者认识到需要治疗时，常发展成虚
实夹杂、寒热互结之证。乌梅丸虽原为蛔厥所设，
究其病机乃胃中湿热蕴结、肠腑虚寒，与本病寒
热错杂病机相符合。方中重用乌梅，以其酸收固
肠止泻；又以附子、干姜、川椒、细辛、桂枝温
肠散寒，振奋阳气；黄连、黄柏；人参、当归补
益气血，扶正以祛邪；诸药合用上可清脾胃湿热，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症状有效率比较[例(%)]
治疗后 1 周

治疗后 2 周

治疗后 4 周

下可温肠腑虚寒，寒热并治，切合病机，故临床

大便次数

39

21(53.85)

28(71.79)

32(82.05)a

45

29(64.44)

40(88.89)

43(95.56)a

疗效甚佳。同时，也体现了中医药学异病同治的

大便性状
腹痛不适

42

29(69.05)

33(78.57)

39(92.86)a
a

症状

治疗前

肠鸣

21

8(38.10)

14(66.67)

18(85.71)

畏寒怕冷

42

12(28.57)

23(54.76)

27(64.29)a

注：与治疗后 1 周比较，aP＜0.05

2.3

症状积分变化比较：各症状治疗后 1 周与治

特点。
从本治疗结果看，中医药治疗本病疗效确切，
在 4 周的治疗周期内总有效率不断提升，4 周末为
97.83%，大便次数、大便性状、腹痛不适、肠鸣、
畏寒怕冷 5 种症状均较治疗后 1 周的有效率提升。

疗前比较，治疗后 2 周与治疗后 1 周比较，差异

表明中医学从整体入手进行治疗，针对病因病机

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后 4 周大便

辨证施治，在该病治疗上有一定的优势，具有良

次数症状积分与治疗后 2 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好的应用前景。

意义（P＞0.05）；其他症状积分与治疗后 2 周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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