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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犀角地黄汤治疗表层巩膜炎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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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加味犀角地黄汤治疗表层巩膜炎的临床疗效，为该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48 例表层巩膜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26 例，对照组 22

例，观察组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加味犀角地黄汤治疗，对照组仅单纯应用西医治疗。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

及复发率。结果：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2.30%，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2.72%，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复发率为 26.90％，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40.90%，两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于表层巩膜炎在
西医治疗的基础上以加味犀角地黄汤辨证施治，标本同治，见效快，临床疗效明显且复发率低，对于临床治疗表
层巩膜炎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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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巩膜炎为巩膜表面的薄层血管结缔组织的炎
症反应，常急性发病，根据临床表现不同，表层巩膜炎
可分为结节性表层巩膜炎和单纯性表层巩膜炎。前者
以巩膜表层和球结膜呈扇形局限性或弥漫性充血水
肿，呈暗红色外观，症状一般较轻，表现为灼热感和轻
微疼痛；后者以巩膜表面结节状、扇形、弥漫性充血为
主要特征。多为自限性，2-4 周后炎症可自行消退，但
[1]

易于复发 ，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烦恼。我院眼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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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 1 例；对照组 22 例，男 5 例，女 l7 例，伴发类风湿性
关节炎 2 例，座疮 11 例，痛风 1 例。以上病例均有实验

室血液、血清、免疫学、补体试验及 X 线片（胸部、脊柱、
骶骼关节）等诊断依据，经内科医师结合临床表现确

诊。经统计学计算，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及病情程度基

本相似，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根据患者眼部表现一般即可确诊。单纯性表层巩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局部应用西药的基础

膜炎以局限性表层巩膜充血水肿，结膜可以推动，局部

上，同时以加味犀角地黄汤辨证施治，取得满意疗效，

灼热感和轻微疼痛为特征；
结节性表层巩膜炎以巩膜表

现报道如下。

面结节状、扇形、弥漫性充血，呈火红色，局限性结节样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8 例患者均系门诊患者，其中单眼 35 例，双眼 13

例；年龄 l8-50 岁；病程 5 天至半年；其中观察组 26 例，
男 6 例，女 20 例，伴发类风湿性关节炎 3 例，座疮 1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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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起，其上球结膜可推动，有压痛，不影响视力为特征。
1.3 疗效评定标准
痊愈：一个治疗疗程结束后，眼部症状和体征彻底
消失且在半年时间内没有复发。好转：一个治疗疗程
结束后，眼部症状和体征彻底消失，但在半年内出现复
发。无效：治疗后病情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8.0 处理，计数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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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应用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标准为 P＜0.05。
1.5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西医方法治疗。一般措施：人工
泪液，血管收缩剂及对局部实施冷敷以减轻症状。局
部治疗方法：给予普拉洛芬滴眼液滴眼，对发作频繁或
者炎症严重的病人加用糖皮质激素滴眼液。全身治疗
方法：给予非甾体消炎药物布洛芬 300 mg，每天 2 次
（口服）；部分患者必要时给予钙剂，维生素 C 片和糖皮
质激素（口服）。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
给予加味犀角地黄汤。方药如下：水牛角 15 g（先煎）、
生地黄 15 g、丹皮 15 g、赤芍 15 g、夏枯草 12 g、野菊花
12 g、决明子 10 g、青葙子 10 g、玄参 10 g、石斛 10 g、刺
蒺藜 10 g、桑叶 10 g、蝉衣 5 g、炙甘草 3 g。肝经火盛、
肝火犯肺者加龙胆草 5 g、桑白皮 10 g、茺蔚子 15 g，清
肝泻火；中焦火盛者加焦山栀 10 g、泽泻 10 g、黄连 3 g，
清热泻火；素患痹症，风湿热邪久郁经络，肺气失宣而
发者，加用荆芥 10 g、防风 10 g、茯苓 10 g、炒白术 10 g、
槐米 15 g、车前子（包）10 g，祛风除湿；病情日久，火热
伤阴，阴虚火炎以及妇女经期血热，加女贞子 15 g、墨
旱莲 15 g，滋阴降火；若疼痛明显者加川芎 10 g、延胡
索 6 g 以活血散瘀、理气止痛。每天一剂，水煎服，早晚
分服，15 天为一个疗程。若出现复发，可再治疗一个
疗程。
2

结果

2.1 疗效分析
经治疗后两组眼红、畏光、触痛等症状均有不同程
度的缓解，观察组症状消退平均时间为（4.26±1.8）天，
对照组为（6.89±1.4）天。观察组总有效率 92.30%，对
照组总有效率 72.27%，经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5＜0.05）。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见表 1。
2.2 复发率
对两组患者均进行为期 8-14 个月的随访，平均随
访（11.3±2.4）个月。在随访期内，观察组半年内 7 例复
发，经再次口服中药 1 疗程后，其中 2 例合并类风湿关
节炎患者仍有复发，考虑与类风湿关节炎控制不良有
关，复发率为 26.90％。对照组半年内 9 例复发，复发
率为 40.90％，经多次西医治疗后仍有复发，两组复发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0.05）。
3

讨论
表层巩膜炎是巩膜表层组织的炎症，多位于角膜

表 1 观察组及对照组治疗结果分析
组别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26）

17

7

2

92.30%★

对照组（n=22）

7

9

★P=0.015＜0.05，
经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72.72%

缘至直肌附着线之间的赤道前部。病因常不明，多见
于外源性抗原抗体所致的过敏原性反应及其他全身病
如代谢性疾病——痛风等，另月经期妇女也多出现该
类病症，似与内分泌失调有关。由于巩膜各组织大部
分系由胶原纤维及弹力纤维组成，分布有丰富的血管
网及淋巴管，适合多种免疫成分积聚沉着，这就决定了
其病理过程缓慢及所致的胶原紊乱难于修复，且容易
反复发作[2]。
中国中医学认为表层巩膜炎属“火疳”范畴。最早
见于《证治准绳》，认为“火之实邪在于金部，火克金，鬼
贼之邪，故害最急”。其病位在气轮，归手太阴肺经，内
应于肺，病性属火。肺经郁火、火郁白睛，血热成瘀，结
于风轮，则发为结节；瘀则气滞，不通则痛，故见白睛紫
暗、睛珠疼痛，此皆属络脉瘀阻之象。韦文贵先生认为
本病病因为“热”、
“火”、
“瘀”、
“风”。其中以“热”、
“火”
为主，如肝肺热邪伤阴化火；心肺热郁化火；六淫外邪
亦能入里化火。而热久必瘀，脉络瘀阻。主张治以清
热泻火，活血化瘀为主。陈达夫先生认为本病除“风、
热、瘀”外，湿邪亦是本病的重要病机之一。湿邪重着，
常易阻碍气机，湿为阴邪易伤阳气，湿邪为病则粘腻难
去；湿邪为病常与热邪兼而有之，风湿热邪上攻于目，
或湿邪久驻，蕴湿成热，湿热交蒸，故病势缠绵，病程迁
延难愈，易于复发 [3]。若病情日久，火热伤阴，阴虚火
炎以及妇女经期血热所致者，其致病因素亦不外乎
“火”、
“瘀”二因。
巩膜炎总的治疗原则为清泻肺热、活血散结。对
于巩膜炎的治疗，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中药对调整机体
免疫有确切疗效。急性期辅以中医中药治疗，
能缩短病
程，减少西药（如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毒副反应，进而
减少巩膜炎症损害，
大大提高巩膜炎患者的生活质量[4]。
笔者针对本病的病因病机，以清热凉血、化瘀散结
为主法，以加味犀角地黄汤对表层巩膜炎进行辨证施
治。方中以水牛角、生地黄、丹皮、赤芍共为君药以清
热解毒，凉血散瘀；以夏枯草、野菊花、决明子、青葙子
为臣药予以清火明目、散结消肿；以玄参、石斛、桑叶、
蝉衣、刺蒺藜予以滋阴凉血、祛风明目共为佐药；炙甘
草为使药以调和诸药。同时结合患者个体病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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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加减。因肝主疏泄、条达，肺主气宜清肃下降，肝
火不泻、肺有郁热则气逆不降，故针对肝经火盛、肝火
犯肺者加龙胆草、桑白皮、茺蔚子以清肝泻火；针对中

凉血散瘀的功效，主治热入血分证及热伤血络证。
《干

焦火盛，火热上炎灼睛者加焦山栀、泽泻、黄连以清热

将其归为“理血之剂”[5]。现代以来则在各科杂病中得

泻火；针对素患痹症，风湿热邪久郁、经络，肺气失宣而

到广泛应用，如过敏性紫癜 [6]、银屑病[7]，脑血管意外[8，9]

发者，则用荆芥、防风、茯苓、炒白术、槐米、车前子（包）

等。现代药效学研究表明，以水牛角替代犀角组成的

以祛风除湿，湿去则邪不易留；针对病情日久，火热伤

犀角地黄汤，具有解热、抗炎、抗过敏、抗变态反应、保

阴，阴虚火炎以及妇女经期血热者，则加女贞子、墨旱

肝、改善微循环及增强免疫、降低血瘀证动物血管内皮

莲以滋阴降火；针对疼痛明显者加川芎、延胡索以活血

细胞黏附分子的药效[10]。研究还发现加味犀角地黄汤

散瘀、理气止痛。另外结合局部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

含药血清能明显抑制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且随

普拉洛芬滴眼液滴眼，标本同治，故而取得较好的临床

着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明显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加

疗效，
同时明显地降低了复发率。

味犀角地黄汤能诱导细胞凋亡并且使人微血管内皮细

犀角地黄汤，其方源为《小品方》之芍药地黄汤，首
载于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其组成为犀牛角（现
以水牛角代替）、生地黄、芍药、牡丹皮，具有清热解毒，

金方》指出，犀角地黄汤的功用为“消瘀血”；元代王好
古认为，犀角地黄汤可治“上焦之蓄血”；
《医方论》等则

胞阻滞在 S 期，从而起到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 [11]。推

测现代药理作用机理与上述抗炎、抗过敏、抗变态反应
及增强免疫等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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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Xi-Jiao Di-Huang Decoction on Episcleritis Treatment Effect
Dong Xuemei1, Yang Lijun2
(1. Second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0017, China;
2. Jiangsu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8,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Xi-Jiao Di-Huang (XJDH)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piscleriti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ts clinical treatment. A total of 48 episcleritis case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26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22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ame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was given to both groups. XJDH decoction was also given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Clinical efficacy and recurrence rate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30%, which was obviously better than 72.72%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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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26.90%, which was obviously better
than 40.90%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It was concluded that XJDH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episcleritis achieved better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with
lower recurrence rate. It provided positive guidance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episcleritis.

Keywords: Episcleritis, Xi-Jiao Di-Huang decocti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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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

1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