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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效。方法

评价中医鼻病序贯疗法治疗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肺虚感寒证的疗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2020 年 1－7 月广安门医院耳鼻喉科门诊 AR 肺虚感寒证患者 60 例，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30 例。中药口服组仅口服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加味，序贯疗法组口服结

合熏蒸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加味。2 组均连续治疗 14 d。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临床症状评分，采用
Sheldon 法进行鼻黏膜嗜酸性粒细胞（EOS）分级，评价临床疗效。结果

序贯疗法组 25 例、中药口服

组 28 例进入疗效统计。序贯疗法组总有效率为 88.0%（22/25）、中药口服组为 89.3%（25/28），2 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83，P=0.883）。序贯疗法组治疗后鼻塞、流涕、喷嚏评分及总分低于中 药 口

服组（P<0.01），鼻黏膜 EOS 分级差值［（2.76±0.27）级 比（1.52±0.36）级］高 于 中 药 口 服 组（P=0.01）。
结论

中医鼻病序贯疗法可有效改善 AR 肺虚感寒证患者鼻塞、流涕、喷嚏症状，减少鼻黏膜 EOS 分

布，临床疗效与口服中药相近，且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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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Sun's sequential therapy (SST) of
Chinese Medicine on allergic rhinitis with lung deficiency and cold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60 AR patients with lung deficiency and cold syndrome in otolaryngology clinic of Guang'anmen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July 2020,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Yupingfeng Powder and Cang'erzi
Powder and the SS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and nasal steaming of Yupingfeng Powder and
Cang'erzi Powder.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4 days. The clinical symptoms were sco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Nasal mucosa eosinophil (EOS) count was graded by Sheldon metho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Twenty five patients in the SST group and 28 in the TCM group
were analyze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8.0% (22/25) in the SST group and 89.3% (25/28)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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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 group,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2=2.83, P=0.883). The
scores of nasal obstruction, runny nose, sneeze and total score in the SS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TCM group (P<0.01), and the difference of Nasal mucosa EOS grade in SST
group (2.76±0.27 vs. 1.52±0.3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CM group (P=0.01).
Conclusion The SST of Chinese medicine can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nasal congestion, runny
nose and sneezing in AR patients with lung deficiency and cold syndrome, and reduce the
distribution of Nasal mucosa EOS.
【Key words】 Rhinitis, allergic; Sequential therapy; Yu Ping Feng San; Cang'erzi Powder
Fund program: Otolaryng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CI2021A02702); Sun Shuchen Famous Doctor Studio Project in Da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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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是机体暴露

于变应原后由 IgE 介导的鼻黏膜非感染性慢性炎
［1］

性疾病 ，为耳鼻喉科常见疾病，发病时可伴有眼
痒、眼红等眼部症状。近年来，我国 AR 的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 AR 患病率

为 17.6%，不同城市的患病率波动在 9.6%～23.9%
［2］

之间 ，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学习、工作造成严重

影响。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 年，
［1］

修订版） 中推荐的一线用药为鼻用糖皮质激素，
但常因药物的不良反应等导致治疗依从性差。AR
属中医“鼻鼽”范畴，以突然发作的鼻痒、喷嚏连作、

剔除治疗过程中接受其他可对疗效产生影响
的治疗手段者；治疗过程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并
发症及特殊生理变化，不宜继续接受治疗者。
中途退出、或失访，或死亡的患者；资料不全，
影响疗效评判者视为脱落。
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原则，且全部患者
或其家属对治疗方案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分为 2 组，
每组 30 例。2 组患者性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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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鼻塞及水样鼻涕为特征。中医治疗 AR 报道较多，
但将中药内服、外用相结合的报道尚不多见。中国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孙书臣教授依据多年临床

经验，总结出“中医鼻病序贯疗法（Sun’s sequential

组别
序贯疗法组
中药口服组
χ /t 值
2

therapy，SST）”，用于治疗鼻部疾病，并将其中熏蒸

P值

与口服 2 个步骤相结合，观察对 AR 肺虚感寒证患
者临床症状及鼻黏膜嗜酸性粒细胞（EOS）水平的

注

2 组 AR 肺虚感寒证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例数（男/女） 年龄（岁，xˉ ± s） 病程［年，M
（Q1，Q3）］
30（12/18）
30（8/22）
1.38

0.237

AR：变应性鼻炎

34.92±10.19
36.91±11.48
0.23

0.683

10.0（5，12）

8.5（5，11）
0.447

影响，评价临床疗效。

1.2

1

处方：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加味［黄芪 20 g，白术、

1.1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 2020 年 1－7 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耳鼻喉科门诊患者 60 例，均符合 AR 中西医诊断
［1，3］

标准

且辨证为肺虚感寒证（以阵发性鼻痒、连续

喷嚏、鼻塞、鼻涕清稀量多为主要症状，伴有失嗅、
眼痒、咽喉痒等症，常因感受风冷异气发病，恶风
［3］

寒，面白，气短，咳嗽，咳痰色白；舌苔薄白，脉浮） ；
年龄为 18～65 岁；过敏原检测显示有过敏原存在
或未检出过敏原但血清 IgE 升高者。

排除鼻窦炎、鼻息肉及其他鼻腔疾病者；有鼻

部手术史、明显鼻中隔偏曲及其他鼻腔结构异常
者；患心、脑、肾及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者；有精神
疾病不能配合治疗者。

治疗方法

序贯疗法组予 SST 法治疗，2 次/d，连续 14 d。

防风各 10 g，辛夷、白芷各 9 g，炒苍耳子、薄荷（后

下）各 6 g］。方法：先将药物用冷水浸泡 30 min 后，
大火煮沸转为小火煎煮 10 min 后加入薄荷，再煎煮

5 min 关火，将煎好的药液倒入保温杯中，嘱患者用

蒸汽熏蒸鼻腔 10～15 min，蒸汽温度应以鼻腔可充

分吸收蒸汽而鼻部及周围皮肤无不适（40 ℃左右）
为宜，熏蒸时不宜靠杯口太近以免烫伤，熏蒸结束

后将药液平均分为 2 份 ，分别于早晚餐后 20 min
服用。

中药口服组口服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加味，

2 次/d，连续 14 d。处方同序贯疗法组。方法：先将

药物用冷水浸泡 30 min 后，大火煮沸转为小火煎煮
10 min 后加入薄荷，再煎 5 min 关火，滤出药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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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渣中加少量清水继续煎煮，煮沸后再煎 10 min 关

药物剔除 2 例，共计 25 例进入疗效统计；中药口服

1.3

2.1

火，合并 2 次药液，分早晚 2 次温服。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从鼻塞、流涕、喷嚏、鼻痒、眼

组失访 2 例，共计 28 例进入疗效统计。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序贯疗法组痊愈 1 例、显效 9 例、有效 12 例、无

痒 5 个方面进行临床症状评分［1］，按其严重程度分

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88.0%（22/25）；中药口服组痊

分之和为总分，分值范围为 0～15 分。分别于治疗

89.3%（25/28）。2 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为无及轻、中、重度，分别计 0、1、2、3 分，各症状评

前后进行鼻腔分泌物取样，薄层涂片并以 HE 染色，
显微镜下观察并记录每个高倍视野下鼻黏膜嗜酸
性粒细胞（EOS）计数，采用 Sheldon 评价方法［4］分为

6 级，其中未见到 EOS 为 1 级；偶见散在的 EOS 为
2 级；EOS 相对较多且呈散在分布为 3 级；视野中

EOS 占 25% 为 4 级；视野中 EOS 占 50% 为 5 级；满视
野 EOS 为 6 级。
1.4

疗效判定标准

［5］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相关内容制定。痊愈：临床症状消失，症状评分减
少率>95%；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或偶有症状，

愈 1 例、显效 4 例、有效 20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意义（χ2=2.83，P=0.883）。
2.2

2 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比较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鼻塞、流涕、喷

嚏、眼痒、鼻痒评分及总分均降低（P<0.01），且序贯

疗法组治疗后鼻塞、流涕、喷嚏评分及总分低于中
药口服组（P<0.01），见表 2。
2.3

2 组治疗前后鼻黏膜嗜酸性粒细胞分级比较

2 组治疗后鼻黏膜 EOS 分级均较同组治疗前

降低（P<0.01）；2 组治疗后鼻黏膜 EOS 分级差值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3。

症状评分减少率为>70%～95%；有效：临床症状较

临床症状未消失，程度未减轻，症状评分减少率<
30%。症状评分减少率（%）=（治疗前症状评分-治
疗后症状评分）/治疗前症状评分×100%。
1.5

2 组 AR 肺虚感寒证患者治疗前后鼻黏膜 EOS 分级

表3

治疗前减轻，症状评分减少率为 30%～70%；无效：

比较（级，xˉ ± 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序贯疗法组

25

4.52±0.29

1.76±0.14a

2.76±0.27b

中药口服组

统计学方法

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4.60±0.30

3.08±0.31a

1.52±0.36

AR：变应性鼻炎；EOS：嗜酸性粒细胞；与同组治疗前比

注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行正

28

较，aP<0.01；与中药口服组差值比较，bP=0.01

xˉ ± s 表示，组内比较用配对 ｔ 检验，组间比较用独

3

秩和检验，以 M（Q1，Q3）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

关，其中以肺气虚寒者多见，肺外合皮毛、开窍于

立样本 ｔ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Wilcoxon
或非参数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治疗过程中，序贯疗法组失访 3 例、服用其他

组别
序贯疗法组
治疗前

例数
25

中药口服组
治疗前
治疗后
P值
注

鼻塞

流涕

2.0（1.0，2.0）

1.0（0，1.0）

P值
28

鼻，可宣发卫气以温煦肌表，紧固腠理，若风寒外袭
理疏松、邪气聚于鼻窍，气血津液壅塞不通，出现鼻

塞、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本研究针对 AR 肺虚感

2 组 AR 肺虚感寒证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比较［分，M（Q1，Q3）］

a

治疗后

中医认为，AR 的病因与肺、脾、肾三脏虚损有

皮毛和鼻窍，或素体肺气不足，卫外不固，则导致腠

结果

表2

讨论

<0.001

2.0（1.3，3.0）
1.0（1.0，1.0）
<0.001

喷嚏

3.0（1.0，3.0）

眼痒

鼻痒

总分

3.0（2.0，3.0）

2.0（1.5，3.0）

1.0（1.0，3.0）

11.0（9.5，12.5）

<0.001

<0.001

0.015

<0.001

1.0（0，2.0）

1.0（0，1.0）

3.0（1.0，2.8）

3.0（2.0，3.0）

<0.001

<0.001

a

<0.001

1.5（0，1.0）

AR：变应性鼻炎；与中药口服组治疗后比较，P<0.01
a

a

1.0（1.0，2.0）

0（0，1.0）

3.0（2.0，3.0）

1.0（0，1.0）
<0.001

1.0（0，2.0）

3.0（2.0，5.0）a

2.0（1.0，2.8）

12.0（10.3，12.8）

<0.001

<0.001

1.0（0，1.0）

6.0（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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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证患者选用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加减治疗，玉屏
风散出自《丹溪心法》，由黄芪、白术、防风组成。黄
芪用量倍于防风，借防风祛散风邪之力以达固护肌
表、温补肺脏之功，白术健脾益气，中气足则百病不

· 383 ·

服中药汤剂相比，在改善 AR 主要症状、体征上有较

为明显的优势。在未额外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基础
上，SST 法在未影响疾病治疗的同时，还改善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生。因该方具有益气固表、止汗功效，如人体防风

利益冲突

之屏障而得名。苍耳子散最早见于《济生方》中，由

方的资助或服务，无个人或企业的经济利益

苍耳子、辛夷、薄荷、白芷组成，可宣通鼻窍。药理
研究表明，玉屏风散中的多糖成分是其免疫调控作
用的主要物质［6］，而苍耳子散中的苍耳子有助于改
善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和 EOS 浸润 。选用玉屏风

除基金项目支持外，本文全体作者未接受过其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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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散合苍耳子散治疗 AR 肺虚感寒证，既强调了通窍

参

考

文

献

以治标，也兼顾了益卫固表以治本。

孙书臣教授所创立的 SST 法共分 3 个步骤，一

[1]

是收集煎药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油水饱和液滴鼻，二

是利用高温产生的中药蒸汽熏鼻，三是煎煮后的中
药汤剂口服。具体应用到临床中，需结合患者的具
体情况及发病地点、季节等因素，因时、因地、因人

[2]

制宜，选择合适的方药组成及用药步骤，既可使用

完整的 3 个用药步骤，也可选择将三步法进行两两
组合或单独应用的方案［8］。研究表明，鼻局部热疗

[3]

改善 AR 患者鼻塞症状疗效显著，且不会产生即刻

[4]

中的挥发油熏鼻外，还存在对 AR 患者鼻腔的热疗

[5]

或长远的不良反应［9］，表明 SST 法除应用汤药蒸汽
作用。这对于 AR 肺虚感寒证患者是对因对症、标

本兼治的。对于 AR 患者而言，相较口服中药，煎药

过程中熏蒸所应用的中药挥发油具有以下优点［10］：

[6]

[7]

起效快，尤其是鼻塞症状较重的患者；鼻腔黏膜直
接吸收药物，避免了首过效应及全身用药可能出现
的不良反应；充分保留了具有独特疗效的药物挥发

[8]

油成分。因此，SST 法可使相关方药对 AR 的治疗

[9]

本研究中，2 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提示 SST 法治疗 AR 疗效确切。AR 患者鼻腔

[10]

分泌物中 EOS 增多既是炎症反应，也是导致过敏进

一步发展及迁延反复的原因之一［11］。本研究中，

[11]

作用得到较大程度发挥。

SST 法可明显减少 AR 患者鼻腔 EOS 分泌，这可能

与中药熏蒸过程中热蒸汽与中药挥发油直接作用

于患者鼻腔黏膜有关，与单纯口服中药相比，SST

[12]

法可能对 AR 患者预后有更多帮助。此外，治疗后

序贯疗法组鼻塞、流涕、喷嚏症状评分均低于中药

口服组，结果与既往有关中药挥发油外用治疗 AR
的研究结果一致［12-13］，且疗效优于单纯口服中药。

综上所述，应用同一方剂采用 SST 法与传统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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