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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实薤白桂枝汤对冠心病痰瘀痹阻证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
谈晓东1，陈昊2，苏伟1，龚少愚1，朱红俊1，高枫1 ，魏慧渊1，陆曙1
【摘要】目的 通过观察枳实薤白桂枝汤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痰瘀痹阻证患
者的临床疗效，验证经方原方的临床价值。方法 连续入选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收治于无锡市中医医
院心血管科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108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冠心病西医基础治疗，
试验组在基础治疗上加用枳实薤白桂枝汤，两组患者均共连续治疗4周。4周后通过比较西雅图心绞痛量
表（SAQ量表）、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分、基于中医症候积分的有效率、血瘀积分、安全性等评
估枳实薤白桂枝汤对冠心病痰瘀痹阻证的临床疗效。结果 通过SAQ评分、SF-36评分、血瘀证积分的比
较，试验组治疗4周后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且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中
医症候积分方面，试验组治疗有效率为94.44%，对照组有效率为83.33%，两者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枳实薤白桂枝汤配合冠心病西医基础治疗可更好的改善冠心病患者临床症状，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可以作为临床冠心病心绞痛可选择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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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ve effect of Zhishi Xiebai Guizhi Tang (Immature Bitter Orange-Macrostem Onion-Cassia Twig

Decoction)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phlegm-stasis obstruction patter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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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verify the clinical value of original classic formula through observ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Zhishi Xiebai Guizhi Tang (Immature Bitter Orange-Macrostem Onion-Cassia Twig Decoction)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phlegm-stasis obstruction pattern. Methods The patients (n=108)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Wuxi City from Feb.
2018 to Oct. 2018, and the divided randomly into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all given
basic Western therapies for CHD and test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Zhishi Xiebai Guizhi Tang for 4 week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Zhishi Xiebai Guizhi Tang on CHD-phlegm-stasis obstruction pattern was reviewed after
4 weeks through comparing the scores of Seattle Angina Questionnaire (SAQ) and the MOS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SF-36), effective rate based on pattern integra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blood stasis
integrals and safety. Results The comparison in SAQ and SF-36 scores and blood stasis integral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improved and were higher in test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4-week treatment (all P<0.05). In
terms of TCM pattern integrals,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4.44% in test group and 83.33%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Zhishi Xiebai Guizhi Tang combined with basic Western therapies for CHD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D-phlegm-stasis obstruction pattern,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herapy for CHD angina pectoris.
[Key words] Zhishi Xiebai Guizhi Tang (Immature Bitter Orange-Macrostem Onion-Cassia Twig Decocti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 [1]是
由于冠状动脉受到各种危险因素而发生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而引起血管管腔狭窄，从而引起相应
部位的心肌缺血缺氧，严重时血管闭塞而产生
心肌坏死的一类疾病。中医学关于冠心病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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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黄帝内经》，属于“胸痹”、“心痛”等
范畴。在《金匮要略》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
仲景详细的描述了“冠心病”的病因病机及相关
的治法治则。目前已有的研究证据初步提示中医
药在治疗冠心病有着独到的疗效。高杉等 [2]对中
西医结合治疗痰浊型冠心病的疗效进行了系统评
价，结果提示：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改善患者中医
证候、减轻患者心绞痛的症状及减少发作次数等
方面皆具有较好的疗效。枳实薤白桂枝汤是治疗
胸痹，即“冠心病”的经典方剂。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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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以证明枳实薤白
桂枝汤治疗冠心病痰瘀痹阻证患者的疗效及安全
性，进一步证实枳实薤白桂枝汤对冠心病治疗效
果，为冠心病的治疗提供证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连续入选2018年2月~2018
年10月收治于无锡市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冠心
病心绞痛患者108例，男性53例，女性55例。经
冠状动脉造影术或冠脉CTA明确诊断为冠心病，
符合2007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不稳
定性心绞痛和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诊断与治疗
指南》制定的诊断标准 [3]。根据加拿大心脏病学
会（CCS）心绞痛分级标准对患者进行心绞痛
分级，为Ⅱ~Ⅲ级。中医辨证标准参照2002年版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纳入标准：
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年龄18~75周岁；有自主
行为能力；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近1个
月内患有感染、创伤或大型手术的患者；活动性
结核病或活动性风湿免疫疾病患者；合并严重
心、肺、肝、肾功能不全等；严重心肌病及心脏
瓣膜病；精神病或恶性肿瘤患者；妊娠期或哺乳
期妇女；对试验中某药物过敏的患者；参加其他
研究者。随机分配序列由专人使用SPSS 19.0软
件产生，随机分配序列放入不透光的信封。由专
人负责患者的纳入，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按入组
顺序拿取信封，根据信封中的分配序列将患者随
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54例。本研究获得无锡
市中医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在中国临床试验
注册中心注册（伦理号：2018011736，注册号：
ChiCTR1800019814）。本研究所有参与人员申明
无利益冲突。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稳定性冠心病的西
医规范治疗（包括改善患者心肌缺血症状及预防
心血管事件），具体药物及药物剂量可结合患者
病情调整。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枳实薤
白桂枝汤，具体方药：全瓜蒌24 g、薤白9 g、枳
实12 g、厚朴12 g、桂枝6 g，每天1剂，早晚分服
各1次，每次口服200 ml，所选中药均为同一批次
的江苏天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中药颗粒剂。两
组患者的治疗疗程为4周。
1.2.2 观察指标 主要结局指标：西雅图心绞痛
量表（SAQ量表） [4]，具体包括：躯体活动受限
程度（PL）、心绞痛稳定状态（AS）、心绞痛
发作频率（AF）、治疗满意程度（TS）、疾病
的认识（DS），共有问题19项；健康调查简表
（SF-36）评分 [5]，具体包括生理机能（PE）、
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一般健康

状况（GH）、精力（VT）、社会功能（SF）、
情感职能（RE）以及精神健康（MH），患者得
分越高，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次要结局指
标：根据中医症候积分 [6]的有效性，中医证候积
分量表参考2002年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制定；血瘀积分 [7]，此积分可以量化冠心病
患者血瘀症状；以及安全性评估，包括血尿粪常
规、肝肾功能、心肌酶谱、电解质、凝血功能
等，并记录及统计两组治疗过程中腹泻腹痛、头
晕嗜睡、血压波动、肝肾功能异常及消化道出血
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1.3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的电子数据库应用Excel
建立，将CRF表中的原始数据采用双人交叉核对
的方法保存于电子数据库中。统计分析使用ITT
分析策略，脱落病例的数据，计量资料采用最后
一次观测数据结转（LOCF）估算。计数资料采
用最差效应演示法估算。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 x ±s）表示，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t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配对t检验比较组内差异；
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
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所有统计过
程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操作。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并
发疾病及吸烟史等方面无明显性差异 （P均＞
0.05）（表1）。
表1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基本信息
年龄（岁）
性别（n，%）
并发疾病（n，%）
高脂血症
高血压
糖尿病
吸烟史

试验组（n=54例） 对照组（n=54例） P值
58.53±8.56
60.83±8.63
0.223
26（48.15）
27（50.00）
0.847
23（42.59）
26（48.15）
18（33.33）
30（55.56）

25（46.30）
27（50.00）
15（27.78）
31（57.41）

0.699
0.847
0.531
0.846

2.2 西雅图心绞痛量表 两组组内治疗前后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P均＜0.05），说明治疗的两种方
案均可改善SAQ积分。且两组治疗后SAQ积分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试验组改善
SAQ积分较对照组疗效更佳（表2）。
2.3 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分比较 两组组
内治疗前后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两组治疗后SF-36积分比较亦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SAQ积分比较（基于ITT分析）
结局指标

试验组（n=54）
治疗前
治疗后
SAQ积分 245.1±40.2 352.6±36.5ab

对照组（n=54）
治疗前
治疗后
248.8±27.6 315.2±33.2a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a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b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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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说明治疗的两种方案均可改善SF-36
积分，且试验组比对照组疗效更佳（表3）。
表3 两组SF-36评分比较（基于ITT分析）
结局指标

试验组（n=54）
治疗前
治疗后
SF-36评分 51.80±6.70 74.91±8.27ab

对照组（n=54）
治疗前
治疗后
52.28±6.37 69.28±8.52a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a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b P
＜0.05

2.4 中医症候积分有效率比较 试验组有效率为
94.44%，对照组有效率为83.33%，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可认为试验组中医症候积分
的治疗教对照组更有效的（表4）。
2.5 血瘀积分比较 两组组内治疗前后比较有统计
学意义（P均＜0.05），两组治疗后SF-36积分比
较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治疗的两
种方案均可降低血瘀积分，且试验组比对照组疗
效更佳（表5）。
表4 两组中医症候积分有效率比较 （基于ITT分析）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n=54）
54
26
19
9
83.33%

试验组（n=54）
54
32
19
3
94.44%

表5 两组血瘀积分比较
结局指标

试验组（n=54）
治疗前
治疗后
血瘀积分 20.62±8.21 6.17±7.37ab

对照组（n=54）
治疗前
治疗后
21.52±6.65 8.56±8.14a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a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b P
＜0.05

2.6 安全性评估 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试
验组中有2例患者出现皮疹，经治疗后症状消失，
未进行特殊处理。对照组有3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
的胃部不适，给予对症治疗后症状好转，随访3周
未复发，其余患者完成4周治疗后未出现不良反
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3 讨论
中医学认为冠心病属“胸痹心痛病”范畴，
主要病机为本虚标实。根据笔者的前期研究，痰
瘀痹阻证患者的冠心病心绞痛的发病率占总发
病率的第一位。其病机关键是痰瘀阻滞，心脉
痹阻，不通则痛。根据其病机特点，治疗以豁
痰散结，活血化瘀为大法。枳实薤白桂枝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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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具有化痰泄浊，通阳宣痹之功，同时寓活血
化瘀于气机畅通之间。本研究通过规范的随机对
照试验的设计，评价枳实薤白桂枝汤联合西医基
础治疗和单纯西医基础治疗对冠心病心绞痛的临
床疗效，在SAQ评分、SF-36评分，以及基于中
医证候积分的有效率和血瘀积分等指标，试验组
的效果均比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可以证实：枳实薤白桂枝汤用于冠心
病心绞痛痰瘀痹阻证患者中能获得较高的近期疗
效，能改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SAQ积分、血瘀
积分，有助于缓解患者的心绞痛症状，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同时，有利于构建枳实薤白桂枝汤
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证据体系，探索传统经
方原方的临床疗效评价的科学方法
冠心病是一种复杂的慢性心血管疾病，通常
与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有关。本研究未纳入
伴随其他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研究结果的
外推性不高，对于临床的实际指导价值有限。另
一方面，本研究未采用严格的盲法，样本量相对
偏少，且相关结局指标均为主观结局指标，偏倚
的风险可能会加大，可能高估试验组的疗效，存
在假阳性的偏倚风险。
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已成为热
点，本研究初步证实了枳实薤白桂枝汤配合冠心
病西医基础治疗可更好的改善冠心病患者临床症
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临床冠心病治疗提供
了证据。但由于存在一定偏倚风险，因此还需要
进一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来明确枳
实薤白桂枝汤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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