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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加味四妙勇安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对低危糖尿病足（diabetic foot，DF）患者

下肢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选择本院 2015 年 1 月－2019 年 5 月低危 DF 患者 70 例，按治

疗方法分为 2 组，每组 35 例。对照组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加味四妙勇安
汤。2 组均治疗 4 周，随访 1 年。采用 ELISA 法检测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VEGF 水平，采用全自动血流变分析仪检测血液黏度、纤维蛋白原及 HbAlc 水平，采用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监测足背动脉，记录足背动脉管径及血流速度，采用肌电图仪检测腓肠神经传导速
度、腓总神经传导速度，观察复发情况，评价临床疗效。结果

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4.3%（33/35）、对照

组 为 77.1%（27/35），2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 =4.20，P=0.040）。 治 疗 后 ，研 究 组 血 清 bFGF
2

［（177.15±7.96）ng/L 比（158.87±7.21）ng/L，t=10.00］、VEGF［（53.77±4.15）ng/L 比（45.44±4.92）ng/L，t=
7.66］水平高于对照组（P<0.01）；全血黏度［（3.84±0.86）mPa•s 比（4.56±0.99）mPa•s，t=3.25］、纤维蛋白
原［（3.59±0.78）g/L 比（4.23±0.97）g/L，t=3.04］及 HbAlc［（9.61±1.31）%比（10.85±1.82）%，t=3.27］水平低
于对照组（P<0.01）；研究组腓肠神经传导速度［（39.42±5.11）m/s 比（34.22±4.52）m/s，t=4.51］、腓总神经

传导速度［
（40.94±4.22）m/s 比（35.52±3.72）m/s，
t=5.70］高于对照组（P <0.01），
血管内径［
（2.21±0.60）mm

比（1.92±0.52）mm，t=2.16］大于对照组（P<0.05），血流速度［（55.89±5.84）cm/s 比（52.95±5.85）cm/s，t=
2.10］高于对照组（P<0.05）。随访期间，研究组复发率为 21.21%（7/33）、对照组为 29.63%（8/27），2 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0，P=0.653）。结论

加味四妙勇安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有效改善低

危 DF 患者下肢血液循环及神经传导速度，促进康复，降低复发率。

【关键词】 糖尿病足； 糖尿病并发症； 清热解毒药； 四妙勇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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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odified Simiao Yong'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on lower limb hemodynamics in patients with
low-risk diabetes foot (DF).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cluded 70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diabetic foot,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May 2019,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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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nd study group, with 35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while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ified Simiao Yong'an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4 weeks and followed up for 1 year. The levels of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and VEGF were detected by ELISA, the levels of blood viscosity,
fibrinogen and HbAlc were detected by automatic hemorheological analyzer, the dorsal artery of foot
was detected b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the diameter and blood flow velocity of dorsal artery of foot
were recorded, and the conduction velocity of sural nerve and common peroneal nerve were detected
by electromyography for recurrence rate calculation. And the clinical response rat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total clinical response rate was 94.3% (33/35) in the study group and 77.1% (27/35)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2=4.20, P=0.040). After
treatment, the bFGF [(177.15±7.96)ng/L vs. (158.87±7.21)ng/L, t=10.00], VEGF[(53.77±4.15)ng/L vs.
(45.44±4.92)ng/L, t=7.66] level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After treatment, the whole blood viscosity [(3.84±0.86)mPa•s vs. (4.56±0.99)mPa•s,
t=3.25], fibrinogen [(3.59±0.78) g/L vs.(4.23±0.97)g/L, t=3.04]and HbAlc[(9.61±1.31)% vs. (10.85±
1.82)%, t=3.27] level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1). After treatment, the sural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39.42±5.11)m/s vs. (34.22±4.52)m/s, t=
4.51], common peroneal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40.94±4.22)m/s vs. (35.52±3.72)m/s, t=5.70],
blood vessel diameter [(2.21±0.60)mm vs. (1.92±0.52)mm, t=2.16], while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55.89±5.84)cm/s vs. (52.95±5.85)cm/s, t=2.10]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During the follow-up,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21.21% (7/33) in
the study group and 29.63% (8/27)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ou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2=0.20, P=0.653). Conclusion Modified Simiao Yong'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can improve lower limb blood circulation and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of low-risk DF patients, promote rehabilitation and reduce recurrence.
【Key words】 Diabetic foot; Diabetes complications; Clearing heat and removing toxicity
drugs; Si Miao Yong An Tang
Fund program: 2012 National Veteran TCM Experts Inheritance Studio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2BMGG02); 2018 Scientific Research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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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diabetic foot，DF）为糖尿病严重并

发症，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DF 年发病率为 8.1%，年复发率为 31.6%，年死亡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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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14.4%［1］。Wagner 0～1 级属 DF 低危患者，早期

有效治疗可使更多患者停留在 Wagner 0～1 级水

平［2］。DF 依据其临床表现属中医“脱疽”
“ 脉痹”等
范畴，为脏腑失调，阴虚内热，血气运行不畅，湿热
壅盛所致［3］，治宜清热解毒、活血通络。四妙勇安
汤是治疗热毒炽盛之脱疽的经典方，首载于《华佗
［4］

神医秘传》，可清热解毒、活血止痛 。本研究回顾
性分析加味四妙勇安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对低危
DF 患者下肢血流动力学的影响，评价临床疗效。
1

1.1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回顾性选取 2015 年 1 月－2019 年 5 月本院患

2 组低危 DF 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变量
例数（男/女）

研究组
35（23/12）

对照组
35（21/14）

年龄（岁，xˉ ± s）

54.23±4.18

53.17±4.26

DF 病程（年，xˉ ± s）

12.04±3.16

11.47±3.15

糖尿病病程（年，xˉ ± s） 17.15±2.76
Wagner 分型［例（%）］
0级
1级

注

1.2

DF：糖尿病足

10（28.57）
25（71.43）

16.97±3.31

12（34.29）

χ2/t 值

P值

0.25

0.621

0.25

0.806

1.05
0.76
0.27

0.297
0.452
0.067

23（65.71）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换药及基础治疗，包括健康知

识宣教、适当的运动、控制饮食、控制血糖（空腹血

者 70 例，均符合 DF 诊断标准［5］；年龄>18 岁；DF 为

糖应≤7.0 mmol/L；餐后 2 h 血糖≤10.0 mmol/L），对

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不愿参与本次研究者。将符

若 48 h 仍未见好转者，应指导患者掌握踮脚尖、弯

Wagner 0～1 级［6］。排除高血糖难以控制者；存在

合 入 选 标 准 的 患 者 按 治 疗 方 法 分 为 2 组 ，每 组

于小破溃或浅表溃疡进行及时的清创及杀菌处理，
膝等可改善下肢血液循环和间歇性跛行的运动锻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22 年 8 月第 44 卷第 8 期

· 862 ·

炼方式。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加味四妙勇
安汤（金银花 30 g、当归 40 g、玄参 30 g、紫花地丁

15 g、全 蝎 10 g、蜈 蚣 10 g、甘 草 10 g、地 龙 10 g），

77.1%（27/35），2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
4.20，P=0.040），见表 2。

1 次/d，水煎取汁约 300 ml，分早晚 2 次温服。2 组
均以 2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5 ml，以

表2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VEGF 水平，

2 组低危 DF 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研究组

35

20（57.1）

8（22.9）

5（14.3）

35

对照组

离心半径 15 cm，3 0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清，
采 用 ELISA 法 检 测 碱 性 成 纤 维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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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

17（48.6）

6（17.1）

DF：糖尿病足

无效

4（11.4）

2（5.7）

8（22.9）

2 组治疗前后血清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试剂盒购自上海联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试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比较

SH210A 型全自动血流变分析仪（济南来宝医疗器

VEGF 水平均升高（P<0.01），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

剂盒说明书操作。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4 ml，采用

械有限公司）检测血液黏度、纤维蛋白原及 HbAlc
水平。采用 Resona 8T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南京

贝登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监测足背动脉，记录足背

动脉管径及血流速度。采用 M-800A 型肌电图仪

（广州华西科创科技有限公司）检测腓肠神经传导
速度、腓总神经传导速度。2 组均随访 1 年，观察复
发情况，以足部出现新的红肿或溃疡判定为复发。
1.4

疗效判定标准
［7］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相关内容制定。临床痊愈：肢体红肿症状消失，溃

疡愈合；显效：肢体红肿范围缩小 50%，溃疡面积减

与 同 组 治 疗 前 比 较 ，2 组 治 疗 后 血 清 bFGF、

（P<0.01），见表 3。
2.3

2 组治疗前后全血黏度、纤维蛋白原及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比较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研究组治疗后全血黏度、
纤维蛋白原及 HbAlc 水平，对照组 HbAlc 水平均降
低（P<0.01），且研究组治疗后全血黏度、纤维蛋白

原及 HbAlc 水平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3.25、3.04、
3.27，P 值均<0.01），见表 4。
表4

2 组低危 DF 患者治疗前后全血黏度、纤维蛋白原
及 HbAlc 水平比较（xˉ ± s）

少>50%；有效：肢体红肿范围减小，溃疡面积减少<
50%；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溃疡无缩小或有扩大。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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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研究组
治疗前

料采用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P值
对照组
治疗前

表3
组别

例数

研究组

35

t值
P值
注

35

35

4.79±1.18

4.49±1.02

14.31±2.23

3.59±0.78a

9.61±1.31a

4.15

10.75

<0.001

<0.001

<0.001

4.71±1.11

4.54±1.05

14.35±2.21

0.60

1.28

4.23±0.97

0.553

P值
注

HbAlc
（%）

4.56±0.99

t值

研 究 组 总 有 效 率 为 94.3%（33/35）、对 照 组 为

纤维蛋白原
（g/L）

3.85

t值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全血黏度
（mPa·s）

3.84±0.86a

治疗后

结果

对照组

35

治疗后

xˉ ± s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

例数

0.204

10.85±1.82

DF：糖尿病足；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7.23

<0.001

2 组低危 DF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bFGF、VEGF 水平比较（ng/L，xˉ ± s）
bFGF

VEGF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107.46±5.27

177.15±7.96

43.19

<0.001

15.61±3.34

53.77±4.15

42.38

<0.001

106.66±5.33
0.61

0.530

158.87±7.21
10.00

<0.001

DF：糖尿病足；bF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34.45

<0.001

15.85±3.21
0.31

0.760

45.44±4.92
7.66

<0.001

29.8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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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治疗前后下肢神经传导速度及血流动力

灼竭，则血行愈滞。”提示可因热而致瘀。由此认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研究组治疗后腓肠神经传

日久生热，表现为热毒壅盛之征象。本研究采用治

学比较

导速度、腓总神经传导速度，对照组腓肠神经传导
速度增高（P<0.01 或 P<0.01），且研究组治疗后腓肠
神经传导速度、腓总神经传导速度高于对照组（t 值

为，DF 的发生可因气血运行不畅致血脉瘀阻，瘀血

疗热毒炽盛之脱疽的经典方四妙勇安治疗低危
DF，方中金银花清热解毒、消炎利胆为君药；玄参

凉血滋阴、泻火解毒，紫花地丁凉血消肿、清热解

分别为 4.51、5.70，P 值均<0.001）；研究组血管内径

毒，两药配伍可凉血消肿，为臣药；当归补血活血、

0.034）；2 组血流速度均提高（P<0.01），且研究组高

痛，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全方共奏清热

扩 大（P<0.01），且 研 究 组 大 于 对 照 组（t=2.16，P=
于对照组（t=2.10，P=0.039），见表 5。
流动力学比较（xˉ ± s）

组别

例数

研究组

35

治疗前

血管内径
（mm）

血流速度
（cm/s）

32.23±2.41 30.74±3.42

1.71±0.41

48.42±6.24

4.07

5.17

7.53

t值
P值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35

<0.001

P值

11.11

<0.001

32.15±2.34 30.95±3.39
34.22±4.52 35.52±3.72
2.41

t值

2.5

腓总神经
传导速度
（m/s）

39.42±5.11a 40.94±4.22a 2.21±0.60b 55.89±5.84b

治疗后

注

腓肠神经
传导速度
（m/s）

0.019

0.26

0.797

对照组，全血黏度、纤维蛋白原及 HbAlc 水平均低

于对照组，腓肠神经传导速度、腓总神经传导速度

及血管内径、血流速度均高于对照组，血清 bFGF、
VEGF 水平低于对照组。随访期间，研究组复发率

低于对照组，组间虽未见明显差异，但复发率均控

制在 30% 以内。提示，加味四妙勇安汤结合西医常
规疗法可促进低危 DF 患者疮面的修复，有效改善

患者临床症状，以及下肢微循环及神经传导速度，

<0.001

<0.001

1.79±0.45

49.14±7.51

利益冲突 除基金项目支持外，本文全体作者未接受过其他第三方

0.78

2.37

作者贡献声明 傅强：酝酿和设计试验、分析/解释数据、起草文章；

1.92±0.52
0.440

52.95±5.85
0.030

DF：糖尿病足；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bP<0.05

减少复发，利于患者康复。
的资助或服务，无个人或企业的经济利益
黄学阳：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行政/技术或材料支
持、指导；王建春、蔡炳勤：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指
导；黄亚兰：采集数据、统计分析、指导

2 组复发情况比较

参

随访期间，研究组复发 7 例，复发率为 21.21%

（7/33）；对照组复发 8 例，复发率为 29.63%（8/27）。
2 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0，P=
0.653）。
3

解毒、通络活血之效。
本回顾性研究中，研究组治疗后总有效率高于

2 组低危 DF 患者治疗前后下肢神经传导速度及血

表5

润肠止痛，地龙、全蝎、蜈蚣清热、息风止痉、通络止

[1]

[2]

讨论
DF 为糖代谢紊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病变基础为神经及血管病变，糖尿病足溃疡、感
染的发生可加重其病变［1］。DF 属中医“脱疽”
“脉

[3]
[4]

痹”等范畴。
《外科正宗•脱疽论》指出：
“ 夫脱疽者，
外腐而内坏也。此因平昔厚味膏粱熏蒸脏腑，丹石

[5]

补药消烁肾水，房劳过度，气竭耗伤……其毒积于
骨髓者，终为疽毒阴疮。”认识到本病的发生是因消

[6]

渴病久，气血功能紊乱，经络不畅，肢体失养等所
致。
《读医随笔》曰：
“夫人身之血，如胭脂然，有色有
质，可粉可淖……其淖者，津液为之合也，津液为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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