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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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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金水相生方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代谢综合征(metabolism syndrome, MS)阴

虚热盛证的疗效。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5 月上海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 MS 阴

虚热盛证患者 6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采用西医规范治疗加生活方式干预，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金水相生方。2 组均治疗 12 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采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和增强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空腹血糖、TG、TC、HDL-C、LDL-C、空腹胰岛素(FINS)，
记录患者腰围、BMI、血压水平，评价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3%(28/30)、对照组为

2

60.0%(18/3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4.135，P＝0.016)。观察组治疗后腰围、BMI、收缩压、
舒张压均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4.650、2.687、2.134、2.333，P＜0.01 或 P＜0.05)，空腹血糖、FINS、
TG、TC、LDL-C、HDL-C 均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2.812、2.899、2.678、2.485、2.527、2.905，P 值均＜
0.05)。观察组治疗后中医证候评分[(3.87±2.21)分比(6.50±2.01)分，t＝-4.827]低于对照组(P＜0.01)。
结论

金水相生方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有效改善 MS 阴虚热盛证患者临床症状及代谢紊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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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Jinshui-Xiangshe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metabolic syndrome (MS) with yin deficiency and heat.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8 to May 2020,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MS and Yin deficiency and heat syndrome in the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Shangha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o met the selection criteria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a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3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took Western medicine standard treatment and
lifestyle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ok Jinshui-Xiangsheng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2 weeks. TCM syndrome scores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 TG, TC, HDL-C, LDL-C, and fasting insulin (FINS) were detected by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and enhanced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We aimed to observe and record
the patient's waist circumference, BMI, blood pressure level, and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3.3% (28/3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60.0% (18/3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2=4.135, P=0.016). After treatment, waist circumference, BMI,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 values were 4.650, 2.687, 2.134 and 2.333, respectively, P<0.01 or P<0.05), 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 FINS, TG, TC, LDL-C and HDL-C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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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were 2.812, 2.899, 2.678, 2.485, 2.527 and 2.905, respectively, all Ps<0.05). The score of TCM syndrome
[(3.87 ± 2.21) vs. (6.50 ± 2.01), t=-4.827]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Combination of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nd

Jinshui-Xiangsheng Decoction can improve clinical objective indicators and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and
improve metabolic disorder state for the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 and Yin deficiency and heat.
【Key words】

Metabolic syndrome; Yin deficiency and heat richness syndrome; Jinshui-Xiangsheng

Decoction; Integrated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Fund program: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Shanghai 201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on Plan” Clinical Medicine Project (1740197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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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metabolism syndrome, MS)是一
组以肥胖、高血糖(糖尿病或糖调节受损)、高甘

者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油三酯血症和(或)低 HDL-C 血症及高血压等聚集
发病、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健康的临床证候群，是

表1

2 组 MS 阴虚热盛证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一组在代谢上相互关联的危险因素组合 1 。中医药

组别

例数(男/女)

年龄(岁, x  s )

病程(年, x  s )

观察组

30(16/14)

41.84±2.65

5.86±1.20

在改善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方面具有整体性、

对照组

30(15/15)

46.88±2.57

4.97±1.12

χ2 值/t 值

0.136

0.654

0.156

P值

0.781

0.654

0.998

[ ]

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多层次的综合调节优
[ ]

势 2 。故中医药治疗 MS 成为目前临床研究热点。

注

MS：代谢综合征

在前期临床观察中发现，通过养阴清热法可有效
改善 T2DM 患者胰岛素抵抗，并降低与胰岛素抵

1.2

辨证分型标准：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 ]

抗相关炎症介质水平 。自拟金水相生方为浙江省

导原则(试行)》 4 制定阴虚热盛证辨证分型标准。

名中医林真寿的经验方，本研究拟观察自拟金水

主症：咽干口燥，心烦畏热，头晕心悸；次症：

相生方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对 MS 阴虚热盛证患者

渴喜冷饮，多食易饥，形体肥胖，面红目赤，溲

代谢紊乱状态的影响，评价临床疗效。

赤便秘；舌脉：舌红苔黄，脉细滑数或细弦数。

[3]

符合主症 3 项＋次症 2 项，结合舌脉，即可确诊。
1

资料与方法

1.3

治疗方法：对照组给予西医规范疗法治疗，

研究对象：选取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5 月

如伴高血压者予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

上海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患者 60 例，均符合 MS

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类药物，伴高血

1.1

诊断标准 ；符合中医阴虚热盛证辨证分型标准 ；

脂者予阿托伐他汀钙片等，在此基础上配合生活

年龄为 18～70 岁且有独立行为能力者；若合并高血

方式干预，包括健康宣教、控制饮食、运动指导、

糖、高血压者入组前需临床控制稳定 2 周。本研究

戒烟、戒酒等。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治疗上加服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2018SHL-KY-03)且患者或

自拟金水相生方(桑叶 15 g、黄精 9 g、陈皮 6 g，

其家属对治疗方案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由江阴天江药业制成颗粒剂)，1 袋/d，以温水

妊娠或哺乳期患者；有严重并发症或合并其他严

100 ml 冲调，于早餐后 0.5 h 服用。2 组均治疗 12

重原发性疾病、肝肾功能异常、精神病者；过敏

周，每 4 周复诊 1 次。

体质或对多种药物过敏者；依从性差、失访或无

1.4

[1]

[4]

观察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

[4]

法提供相关材料者；接受其他临床试验者。按随

分 ，按症状严重程度分为无及轻、中、重度，其

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2 组，每组 30 例。2 组患

中主症分别计 0、2、4、6 分，次症分别计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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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舌脉不计分，分值范围为 0～21 分，分

(28/30)、对照组为 60.0%(18/30)，2 组比较差异

值越高病情越重。

有统计学意义(χ2＝4.135，P＝0.016)，见表 2。

患者禁食 10 h 后，于次日清晨采集空腹肘静
脉血 5 ml，离心半径 20 cm、3 500 r/min 离心 10 min，

表2

2 组 MS 阴虚热盛证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取上清，置-70 ℃环境保存备用。采用全自动生

观察组

30

5(16.7)

13(43.3)

10(33.3)

2(6.7)

化分析仪和增强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空腹血

对照组

30

2(6.7)

6(20.0)

10(33.3)

12(40.0)

注

糖、TG、TC、HDL-C、LDL-C、空腹胰岛素(FINS)。
分别于治疗前后测量患者腰围、BMI 及血压。

无效

MS：代谢综合征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与同组治

2.2

双脚分开 25～30 mm，以第 12 肋下缘和髂前上嵴

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中医证候评分均降低(P＜

连线的中点为水平线测量腰围；去鞋帽，上肢自

0.01)，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1)，见表 3。

然下垂，足跟并拢，采用墙式测距仪测量身高(误
差 5 mm)；着薄衫，去鞋帽，上肢自然下垂，足
跟并拢测体重(精确至 0.1 kg)。BMI＝体重(kg)/
2

身高(m) 。患者静坐，用台式血压计测静息状态
下的收缩压、舒张压，共测量 3 次，每次间隔 5 min，
取均值。
1.5

表3

2 组 MS 阴虚热盛证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
(分, x  s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观察组
对照组

30

11.07±3.03

3.87±2.21

17.772

＜0.001

30

12.63±3.21

6.50±2.01

13.143

＜0.001

t值

-1.944

-4.827

P值

0.057

＜0.001

注

疗效判定标准：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MS：代谢综合征

[ ]

导原则(试行)》 4 相关内容制定。临床控制：症状、
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分减少率＞95%，BMI
下降＞2 kg/m2，腰围减少＞10 cm，血压及生化指标
恢复正常；显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
减少率为＞70%～95%，BMI 下降 1～2 kg/m2，腰围
减少 4～10 cm；有效：症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
积分减少率为 30%～70%，BMI 下降＜1 kg/m2，腰
围减少＜4 cm；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

2 组治疗前后体质量指数、腰围、血压情况

2.3

比较：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除对照组
BMI 无明显变化外，其他指标均降低(P＜0.01)。
观察组治疗后腰围、BMI、收缩压、舒张压低于对
照组(t 值分别为 4.650、2.687、2.134、2.333，P＜
0.01 或 P＜0.05)，见表 4。
表4

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率＜30%，腰围体重无减少
甚至增加。证候积分减少率(%)＝(治疗前积分－
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1.6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

2 组 MS 阴虚热盛证患者治疗前后 BMI、腰围、血压
情况比较( x  s )

组别
观察组

例数

BMI

腰围

收缩压

舒张压

(kg/m2)

(cm)

(mmHg)

(mmHg)

30

治疗前

25.29±3.22 118.83±7.68 149.83±13.12

86.60±3.91

治疗后

22.10±0.52a 104.47±7.89a 134.73±15.77a

80.73±6.08b

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t值

5.259

8.332

3.664

6.897

且方差齐时采用 t 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校正 t 检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3%

对照组

30

治疗前

25.38±2.96 117.03±16.91 143.13±18.49

84.80±5.52

治疗后

24.02±0.70 109.33±14.00 141.83±10.73

81.93±6.84

t值

1.120

6.847

4.133

2.972

P值

0.272

＜0.001

＜0.001

0.006

注

MS：代谢综合征；1 mmHg＝0.133 kPa；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aP＜0.01， 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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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及血脂

水相生方是林老的经验方，方中桑叶为君药，其

水平比较：与同组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治疗后空

味苦、甘，性寒，入肝肺二经，具有疏散风热、

腹血糖、FINS、TG、TC、LDL-C、HDL-C 水平，

清肺润燥、清肝明目之效。
《本草备要》提到桑叶

对照组空腹血糖、TC、LDL-C 水平均降低(P＜

可“代茶止消渴”。黄精为臣药，味甘、性平、归

0.01)，且观察组治疗后空腹血糖、FINS、TG、TC、

脾肺肾经，具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之

LDL-C、HDL-C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效。陈皮为使，味苦、辛，性温，归肺脾二经，

2.812、2.899、2.678、2.485、2.527、2.905，P 值

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方用中陈皮有助于提高

均＜0.05)，见表 5。

桑叶、黄精药力，也可预防寒凉滋腻之品损伤脾

2.4

胃。三药合用，相辅相成，共达清肺热、滋肾水、
3

讨论

养肝木之效。肺阴充足，输精于肾，肾阴为一身

MS 是对高血压病、高血糖、血脂异常、肥胖

阴液之本，水能润金，肾阴充足，循经上润于肺，

等多种慢性病引起的临床综合征的整体概括，是

不使虚火灼金，长保清宁之体。与 MS 为燥热内

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脑卒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

生，虚实夹杂的病机不谋而合 8 。临床治疗 MS 多

[ ]

[ ]

脏病等)、T2DM 等的高发因素 5 。随着人们生活

会运用补中清火，生津清火之法改善患者胰岛素

方式改变，MS 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我

抵抗，特别是一些肥胖患者，或以空腹血糖增高

[6]

[ ]

为主的 T2DM 患者 9 。

国 MS 发病率已超 15%，患病人数超过 2 亿 。饮
食与运动是 MS 人群的最主要干预措施。

研究表明，桑叶提取物可有效改善妊娠糖尿

MS 并无统一的中医病名。多数医家将其归为

病模型大鼠血糖、血脂、胰岛素水平，对

[7]

[

]

“肥满”“眩晕”“消瘅”“消渴”等范畴 。现代

CDK4-pRB-E2F1 通路相关蛋白起到调控作用 10 。

医家多认为本病病位主要涉及肺、肝、脾、肾。
《内

桑叶提取物可防止高脂饮食引起的体重增加和体

经》有云“过食肥甘，足生大丁”，浙江名中医

脂积累，降低高脂饮食小鼠血浆 TC 和 TG 水平，

林真寿认为，今人平素多食高脂、高蛋白、高热

从而减少肝脏脂肪生成 11 。黄精多糖的降血脂作

量的“肥甘之品”，导致阴火、痰火伏积于中焦，

用主要通过调节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中 TC、LDL-C

日久必损耗脾阴、肾阴，发病离不开肺、肝、肾，

和脂蛋白的含量，改善主动脉形态功能和减少泡

离不开阴虚火旺。早期多可见肺阴耗伤，肝气郁

沫细胞的数量来完成的 12 。近年来肠道菌群是各

结化火，中期火热灼伤津液，后期阴损及阳。金

种疾病研究的热点 13 ，且多项研究表明，肠道菌

表5
组别
观察组

例数

[

[

[

]

]

]

2 组 MS 阴虚热盛证患者治疗前后空腹血糖、FINS 及血脂水平比较( x  s )

空腹血糖(mmol/L)

FINS(mU/L)

TG(mmol/L)

TC(mmol/L)

LDL-C(mmol/L)

HDL-C(mmol/L)

30

治疗前

7.24±1.93

13.82±2.33

1.90±1.25

4.91±0.94

2.77±1.20

1.23±0.30

治疗后

5.14±1.20a

10.61±1.65a

0.96±0.11a

4.31±0.20a

2.19±0.17a

1.05±0.03a

t值
P值
对照组

8.090

6.750

4.143

3.232

3.214

3.467

＜0.001

＜0.001

＜0.001

0.003

0.003

0.002

30

治疗前

7.31±1.45

13.26±3.30

1.72±1.17

4.65±0.93

2.84±0.78

1.22±0.35

治疗后

6.29±0.83

10.12±1.24

1.30±0.02

3.68±0.20

2.66±0.13

1.20±0.52

t值

3.572

0.100

1.931

5.710

2.391

0.269

P值

0.001

0.092

0.063

＜0.001

0.034

0.790

注

a

MS：代谢综合征；FINS：空腹胰岛素；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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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胰岛素抵抗，并加重 MS 的发生发展 14 。中医

cma.j.issn.1674-5809.2018.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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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 药 导 报 ,2010,16(4):111-113.

中药是否以调节肠道菌群的方式来改善 MS，其机
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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