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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方法

评价参芪地黄汤加减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Ⅲ期 DN 气阴两虚证的临床疗效。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本院患者 9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48 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疗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参芪地黄汤加减治疗。2 组均连
续治疗 3 个月。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检测可溶性细胞间黏

附 分 子 -1（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ar-1，sICAM-1）、单 核 细 胞 趋 化 性 蛋 白 -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水 平 ，全 自 动 生 化 分 析 仪 检 测 BUN、SCr、SOD、同 型 半 胱 氨 酸

（homocysteine，Hcy）；安静状态下测量 3 次血压，取平均值；收集 24 h 尿液，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 24 h
尿蛋白定量（24-hour urine total protein quantity，24 hUTP），计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评价疗效。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83.3%（40/48）、对照组为 66.7%（32/48），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3.56，P=0.049）。观察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t=4.05，P<
2

0.01），收缩压低于对照组（t=4.29，
P<0.01）。治疗后，
观察组24 h UTP［
（1.43±0.54）g比（1.86±0.50）g，
t=4.05］、
血 清 sICAM-1［（396.07±50.61）μg/L 比（480.11±63.01）μg/L，t=7.20］、Hcy［（27.41±3.42）μmol/L 比

（29.76±5.80）μmol/L，t=2.42］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
SOD［
（168.32±41.26）U/ml比（143.11±37.02）U/ml，
t=3.15］水平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

参芪地黄汤加减联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可有效改善Ⅲ期

DN 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效控制血压，降低尿蛋白，延缓 DN 进展，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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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henqi Dihua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tage Ⅲ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Methods A total of 96 patients with stage Ⅲ diabetic nephropathy with syndrome of
deficiency of qi and yi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48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conventional western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Shenqi
Dihuang Decoction on the basic of the control group treatment. Both groups treatment lasted for 3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changes of TCM Syndrome Scores were observed. The
levels of 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ar-1 (sICAM-1) and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MCP-1) were detected by double antibody sandwich ELISA. The levels of BUN, SCr, 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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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cy were detected by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collect 24-hour urine, 24-hour urine total
protein quantity (24 UTP) was detected by immunoturbidimetry, and eGFR was calculated by
CKD-EPI formula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3.3% (40/48),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66.7% (32/4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3.56, P=0.049). After the treatment, TCM Syndrom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4.05, P<0.01).
After treatment,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4.29，
P<0.01).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24 hUTP [(1.43 ± 0.54) g vs.
(1.86 ± 0.50) g, t=4.05], serum sICAM-1[(396.07 ± 50.61)μg/L vs. (480.11 ± 63.01)μg/L, t=7.20], Hcy
[(27.41 ± 3.42) μmol/L vs. (29.76 ± 5.80) μmol/L, t=2.4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levels of SOD [(168.32 ± 41.26) U/ml vs.
(143.11 ± 37.02) U/ml, t=3.1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s Shenqi Dihua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can reduce
24 hUTP quantity and kidney damage, delay the development of Ⅲ DN, improve clinical effect and
protect the kidney function, and sICAM-1 for the Ⅲ DN patients with the syndrome of qi and yin
deficiency combined with blood stasis.
【Key words】 Diabetic nephropathies; Qi Yin deficiency; Shenqi Dihuang Decoction;
Integrated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DN 是以持续性蛋白尿、
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进行性下降和血压
［1］

升高为特征的疾病 ，为严重糖尿病慢性微血管并
［2］

［3-4］

发症 ，也是目前引起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

。

西医治疗以低蛋白饮食、控制血糖、血压、调节血
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
抗剂（ACEI/ARB）类药物干预等为主。DN 因其发
病机制的复杂性及多因素性，单纯采用西医对症治
疗疗效欠佳。中医药在防治 DN，特别是在降低蛋

白尿、保护肾功能、延缓 DN 病程进展方面具有较大
优 势 ，中 西 药 联 合 治 疗 已 成 为 DN 治 疗 的 新 方

向［5-6］。参芪地黄汤出自《沈氏尊生书•杂病源流犀
烛》，是用于治疗肠痈“溃后疼痛过甚，淋漓不已”气
血大亏证的峻补之剂。本研究采用参芪地黄汤加
减联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气阴两虚型 DN，观察对

DN 患者临床症状及肾功能的影响，评价临床疗效。
1

1.1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收集2019年1月－2021年1月本院患者96 例，均

符合Ⅲ期 DN 西医诊断标准［7］，经辨证属气阴两虚
证（主症：尿浊，倦怠乏力，气短，口干口渴；次症：多
食易饥，五心烦热，溲赤便秘；舌脉：舌红少津、苔少
而干，脉细弱无力［8］。凡主症≥2 项，次症≥2 项，结
［8］
合舌脉即可确诊）
；年龄为 40～75 岁；Mogensen 分

期为Ⅲ期［9］。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原则，且
患者或其家属对治疗方案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合并心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
疾病者；合并急慢性肾炎、肾盂肾炎、肾病综合征、

肾结核、肾良恶性肿瘤等其他肾脏疾病者；其他疾

病所致的蛋白尿；入组前 3 个月内曾连续大剂量使
用抗生素、激素者；糖尿病严重并发症，如酮症酸中
毒、昏迷等；过敏体质；妊娠或哺乳期女性。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分为 2 组，每组

48 例。2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1

2 组 DN 气阴两虚证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变量
例数（男/女）
年龄（岁，xˉ ± s）

观察组

对照组

48（25/23）

48（27/21）

58.25±4.91

糖尿病病程（年，xˉ ± s） 15.51±4.24
DN 病程（年，xˉ ± s）
BMI（kg/m2，xˉ ± s）

1.2

2.62±2.25

27.60±4.71

57.33±4.74
15.22±3.97
2.55±2.19

27.01±4.55

χ2/t 值

P值

0.04

0.837

0.35

0.730

0.93
0.16
0.64

0.353
0.878
0.527

治疗方法

2 组 均 依 据《 糖 尿 病 肾 病 防 治 专 家 共 识

［9］
（2014 年版）》
防治原则给予患者生活方式指导，

包括饮食治疗、运动、戒酒、戒烟、控制体重以减缓
DN 进展，保护肾功能；避免高蛋白饮食，严格控制

蛋白质每日摄入量。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常规使用
降糖药［包括口服降糖药和（或）皮下注射胰岛素］、
降压［首选 ACEI/ARB 类药物，可联合钙通道阻滞

剂(CCB)类药物控制血压］、调节血脂与尿酸等基础
治疗，连续治疗 12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
用参芪地黄汤加减（太子参 15 g、黄芪 30 g、生地黄

15 g、山药 30 g、山萸肉 10 g、牡丹皮 15 g、茯苓 15 g、
丹参 12 g、川芎 12 g），1 剂/d，加水武火煮沸改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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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至 300 ml，分早晚 2 次服用，连续治疗 12 周。
1.3

66.7%（32/48），2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按疾病严

重程度分为无及轻、中、重度，其中主症（尿浊、倦怠
乏力、气短、口干口渴）分别计 0、2、4、6 分；次症（多

食易饥、五心烦热、溲赤便秘）分别计 0、1、2、3 分，
舌脉不计分。各分值相加为总分，分值范围为 0～
33 分。测量安静状态下收缩压、舒张压，各测量

3 次，取平均值。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5 ml，以离心

半径 13 cm，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采用

双 抗 体 夹 心 ELISA 法 检 测 可 溶 性 细 胞 间 黏 附 分

子 -1（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ar-1，
sICAM-1）、单 核 细 胞 趋 化 性 蛋 白 -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水 平 ，全 自 动 生

化 分 析 仪 检 测 BUN、SCr、SOD、同 型 半 胱 氨 酸

（homocysteine，Hcy）；收集患者 24 h 尿液，采用免

疫比浊法检测 24 h 尿蛋白定量（24-hour urine total
protein quantity，24 hUTP），采 用 CKD-EPI 公 式

（2009）计 算 肾 小 球 滤 过 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10］ 。 公 式 ：SCr≤0.7 mg/dl

（女），
144×（SCr/0.7）-0.329×0.993 年龄（非洲裔×1.159）；
SCr>

0.7 mg/dl（女），144×（SCr/0.7）-1.209×0.993 年龄（非洲裔×
1.159）；
SCr≤0.9 mg/dl（男），
141×（SCr/0.9）-0.411×0.993 年龄

（非 洲 裔 ×1.159）；SCr>0.9 mg/dl（男），141×（SCr/
0.9）-1.209×0.993 年龄（非洲裔×1.159）。
1.4

疗效判定标准

3.56，P=0.049），见表 2。

2 组 DN 气阴两虚证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表2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观察组

48

21（43.8）

19（39.6）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治疗前下降>40%，
中医证候评分减分率>70%；
有效：

2.2

表3

2 组 DN 气阴两虚证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
比较（分，xˉ ± 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观察组

48

20.12±4.89

10.50±3.32

9.46

<0.001

48

对照组
t值

2.3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行正

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ˉ ± s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组间比较用

独立样本 ｔ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用

19.52±4.56
-0.48

13.68±4.31
4.05

0.635

P值

5.02

<0.001

<0.001

2 组治疗前后血压水平比较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收缩压、舒张

压均降低（P<0.01），且观察组治疗后收缩压控制情
况优于对照组（t=4.29，P<0.01），见表 4。
表4

2 组 DN 气阴两虚证患者治疗前后血压水平比较
（mmHg，xˉ ± s）

观察组
治疗前

例数
48

治疗前
治疗后
P值
注

136.43±5.30
8.27

P值

t值

收缩压

127.72±5.01

治疗后

显变化，24 hUTP 较治疗前无下降甚至增高，中医证

统计学方法

16（33.3）

低（P<0.01），
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1），
见表 3。

对照组

（治疗前评分-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100%。

8（16.7）

14（29.2）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2组治疗后中医证候评分均降

临床症状明显改善，24 hUTP 较治疗前下降≤40%，中

候评分减分率<30%。中医证候评分减分率（%）=

18（37.5）

无效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

t值

医证候评分减分率为 30%～70%；无效：症状未见明

48

对照组

组别
［8］

中相关内容制定。显效：临床症状消失，24 hUTP 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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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舒张压

a

82.34±10.44
72.50±4.33
6.03

<0.001

<0.001

136.44±5.45

83.65±9.91

4.21

5.69

132.05±4.81
<0.001

74.70±4.55
<0.001

1 mmHg=0.133 kPa；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2.4 2 组治疗前后肾功能及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24 h UTP 及血

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清 MCP-1、sICAM-1 水平降低（P<0.01），且观察组

2

别为 4.05、7.20，P 值均<0.001）。2 组治疗前后血清

2.1

结果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 察 组 总 有 效 率 为 83.3%（40/48）、对 照 组 为

治疗后 24 h UTP、sICAM-1 水平低于对照组（t 值分

BUN、SCr 水平及 eGFR 组内及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22 年 4 月第 44 卷第 4 期

表5
组别

治疗前

48

BUN
（mmol/L）

SCr
（μmol/L）

eGFR
（ml•min•1.73 m2）

5.24±0.98

63.39±9.69

85.91±6.75

1.22

1.73

1.03

5.02±0.77

治疗后
t值

0.224

P值
对照组
治疗前

48

t值

60.12±8.80

24 hUTP
（g）

MCP-1
（ng/L）

sICAM-1
（μg/L）

2.02±0.37

312.33±87.31

577.32±83.68

87.36±7.09

1.43±0.54a

0.307

<0.001

<0.001

<0.001
575.15±82.32

0.087

6.24

251.31±65.40
3.87

5.21±0.96

63.22±9.81

85.50±6.54

2.13±0.52

315.52±89.02

0.53

0.11

0.65

2.59

2.73

5.30±0.69

治疗后

0.599

P值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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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 DN 气阴两虚证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BUN、SCr、MCP-1、sICAM-1 水平及 eGFR、24 hUTP 比较（xˉ ± s）
例数

观察组

Int J Trad Chin Med, April 2022, Vol. 44, No. 4

63.44±9.87

86.33±6.01

0.913

0.518

1.86±0.50
0.011

270.33±72.11
0.007

396.07±50.61a
12.84

480.11±63.01
6.35

<0.001

MCP-1：单核细胞趋化性蛋白-1；sICAM-1：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eGFR：肾小球滤过率；24 hUTP：24 h 尿蛋白定量；与对照组治

疗后比较，aP<0.01

2.5

2 组治疗前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超氧化物歧

天之本，亦为五脏阴阳之本，主藏精，肾精亏虚，对

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Hcy 水平较同组治疗前降

出现尿浊、尿多、水肿、贫血等症状。本研究采用参

化酶水平比较

低（P<0.01），且 低 于 对 照 组 治 疗 后（t=2.42，P=
0.017）；SOD 水平较同组治疗前升高（P<0.01），且

高于对照组治疗后（t=3.15，P=0.002）。对照组组内
治疗前后血清 Hcy、SOD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6。
表6

2 组 DN 气阴两虚证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Hcy、SOD
水平比较（xˉ ± s）

组别
治疗组
治疗前

例数
48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注

3

48

SOD（U/ml）

31.77±5.50

130.01±35.68

4.66

4.87

27.41±3.42a

治疗后

对照组

Hcy（μmol/L）

168.32±41.26a

他脏之精气阴阳资助减少，循环往复，则肾精更亏，
芪地黄汤加减治疗气阴两虚型 DN，方中将党参调
整为太子参，考虑太子参较党参更为温和润燥，以
免久服伤阴。黄芪使用生黄芪而非炙黄芪，考虑炙
黄芪长于补中益气，可增强生品的滋补作用；而生
黄芪长于补气升阳、益卫固表，更适用于气阴两虚
证 型 疾 病 的 治 疗 ，同 时 还 可 降 低 血 糖 和 尿 蛋
白［11-12］。将原方中熟地黄改为生地黄，考虑生地黄
长于清热滋阴，熟地黄长于养血补肾。山药补益脾
胃、补肾涩精，山萸肉固肾养元，茯苓健脾和胃，牡
丹皮清热凉血，丹参、川芎通肾络、活血化瘀。全方
共奏益气养阴之效。

研究表明，MCP-1、ICAM-1 可加快 DN 患者的

<0.001

<0.001

氧化应激反应，损伤内皮细胞，造成肾脏损伤［13-14］。

31.56±5.32

138.33±33.59

随之在迁移与炎性反应中发生作用，对于 DN 患者，

1.58

0.66

29.76±5.80
0.116

143.11±37.02
0.509

Hcy：同型半胱氨酸；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讨论

DN 为糖尿病久治不愈或血糖控制欠佳迁延所

致。属本虚标实证，本虚为气阴两虚，标实主要表

现为痰、瘀、湿等病理产物的堆积，主要涉及肝、脾、
肾三脏。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气机郁结，血行
不畅，久郁化火，火邪伤阴耗气，使气阴两虚之本虚
加重。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若运化功能失常可
产生水湿痰饮等病理产物，甚或导致水肿。肾为先

ICAM-1 是一种单链跨膜糖蛋白，能够附着于细胞，
会因高糖刺激而产生大量的 ICAM-1，加快炎症因
子释放，损伤细胞，产生蛋白尿［15］。本研究中，观察
组血清 MCP-1、sICAM-1 水平降低，且 sICAM-1 水
平低于对照组，表明参芪地黄汤加减可抑制 DN 患
者的炎性反应，保护肾功能。

Hcy 是一种含硫氨基酸，为蛋氨酸和半胱氨酸

代谢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
Hcy 在体内可被分解代谢，浓度维持在较低水平，
可较早反映肾功能情况。而 SOD 活力下降是 DN
患者重要生化特征之一。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

Hcy 水平下降，SOD 活力升高，提示参芪地黄汤加

减可通过降低 Hcy 水平、升高 SOD 活力来保护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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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肾功能。血压控制水平是影响糖尿病预后
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蛋白尿<1 g/24 h 的患者，应

控制血压低于 130/80 mmHg（1 mmHg=0.133 kPa），

[5]

125/75 mmHg［16］，eGFR 的下降与血压水平有关。本

[6]

态，有利于 DN 患者的预后。

[7]

而对于蛋白尿>1 g/24 h 的患者，应控制血压低于

研究中，2 组治疗后血压均可维持在相对平稳状
综上所述，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参芪

地黄汤加减可有效改善 DN 患者临床症状，有效控

制血压、Hcy 及 SOD 水平，降低 DN 患者 24 hUTP，延

缓 DN 的进展，考虑与该方可降低患者尿蛋白、抑制
炎症及氧化应激反应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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