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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s-CRP 的产生，抑制炎症反应，延缓糖尿病肾的发生和发展，
可作为治疗 DN 的辅助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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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breviscapine injection to correlate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Li Jun1 ，Wu Liyou2 ，Wang Chaoyang3
1

（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3

510006； 2 Guangzhou Hospitals of Chinese Medcine，Guangzhou

510130；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cine ，Wuhan 430065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influence of breviscapine injection to correlate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type 2 early D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 = 50） treated by standard
treatments and the treated group （ n = 50） treated by breviscapine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standard treatments for 15 days． Serum interleukin6 （ IL-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were determin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blood lipid and 24 hour urinary protein were examined as well． Results： The levels of IL-6、TNF-αand hs-CRP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reated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 05 or P ＜ 0． 01） ． However，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 05） ． Conclusion： Breviscapine injection could retar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DN，through decreasing the produc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s IL-6、TNF-αand hs-CRP and inhibiting inflammatory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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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渊舒口服液治疗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的临床观察
张伟军，石兴源，杨 平
（ 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广州
摘

要

510095）

目的： 观察鼻渊舒口服液治疗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的临床作用。方法： 将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0 例） 患者以鼻渊舒口服液治疗为主，辅以生理盐水每天冲洗鼻腔。对照组（ 30 例） 以生理盐水每天冲洗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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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不加用鼻渊舒及其他药物。结果： 治疗组（ 鼻渊舒组） 患者痊愈 + 显效率为 77． 7%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46． 7% （ P ＜ 0． 05） 。结
论： 鼻渊舒口服液对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

鼻渊舒口服液； 鼻咽癌； 放疗后鼻窦炎

鼻咽癌（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 是我国最常见的

或粘脓性涕，有无异臭，伴头昏、头痛、嗅觉及记忆力减退。鼻

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南方各省（ 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福建、台
湾、四川、香港） 尤为高发，年发病率约 10 ～ 25 /10 万人口，占该

腔、鼻咽检查： 有无中鼻甲肥大、水肿、中鼻道及嗅裂有无脓性分

地区头颈部恶性肿瘤的 70% 以上。放射治疗是目前最有效的
治疗手段，Ⅰ ～ Ⅳ 期鼻咽癌放疗后 5 年生存率为分 别 为 95．

泌物，后鼻孔有无闭锁，鼻咽腔有无分泌物或痂皮覆盖。鼻窦
CT / MRI 复查是否有鼻甲肥厚、鼻窦粘膜增厚、窦腔内积液、气

5% ，
87% ，
76． 9% ，
66． 9% ［1］ 。近年来，随着放疗设备的日益先

平面等。
1． 5 疗效标准

进、放疗技术的逐步完善，以及诊疗水平的不断提高，鼻咽癌的
5 年生存率较前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伴随着病人生存期的

粘膜色泽恢复正常，鼻甲粘膜肿胀消失，鼻腔、鼻咽腔干净无分
泌物。鼻窦 CT / MRI 复查显示鼻甲无肥大，鼻窦粘膜正常，无增

延长，放疗并发症、后遗症也随之而来，影响了病人的生存质量，

厚，鼻窦腔内积液、气平面消失，鼻窦腔恢复正常含气状态，并经

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是其中主要的并发症。中药制剂鼻渊舒

半年以上随访观察无复发。

痊愈： 鼻塞、流脓涕、头胀痛消失，鼻镜检查鼻

口服液的处方主要由苍耳、辛荑、白芷、柴胡、茯苓、黄芪、川木

显效： 鼻塞、流脓涕、头痛明显好转。鼻甲粘膜肿胀明显减

通、细辛、川芎、甘草、薄荷等十多味天然药物组成，主治急慢性

鼻腔内有少量粘液分泌物，鼻窦 CT / MRI 复查显示鼻窦腔粘
轻，

鼻炎、鼻窦炎。本研究通过观察鼻渊舒口服液治疗鼻咽癌放疗

膜稍增厚，窦腔内仍有少许积液、分泌物。

后鼻窦炎的临床疗效，探讨鼻渊舒口服液在治疗鼻咽癌放疗后

好转： 鼻塞、流脓涕、头胀痛及鼻镜检查鼻甲粘膜肿胀、鼻腔
分泌物等症状体征部分改善，鼻窦 CT / MRI 显示鼻窦粘膜较厚，

鼻窦炎中的作用。

1
1． 1

病例与方法
病例

纳入条件： （ 1） 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患者，放疗前

无鼻息肉、萎缩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和鼻腔鼻窦手术史、鼻咽癌
治疗前无鼻及鼻窦炎； （ 2） NPC 原发灶不累及鼻腔、筛、上颌窦；
（ 3） 无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肝、肾疾病，无恶液质、出血性疾病、
糖尿病等手术禁忌证； （ 4） 无粘膜纤毛清除系统结构和功能异
常的先天性疾病患者； （ 5） 年龄在 l8-70 岁； （ 6） 患者自愿并在知
情同意书上签字，能坚持门诊治疗和随访。
剔除条件： （ 1） 未按要求剂量完成放疗者； （ 2） 治疗开始至
出院后 1 年因上呼吸道感染或其他原因患鼻窦炎者； （ 3） 1 年内
复发或死亡者。筛选后病例均采用型号为 PRIMUS 的西门子全
数字化直线加速器进行放疗，鼻咽部照射野为面颈联合野，鼻
咽部肿瘤剂量在 60-78 Gy。治疗过程中持续每天用生理盐水冲
洗鼻腔。治疗后随诊复查 1 年，鼻窦炎的诊断标准为放射冶疗
后 3 个月以上经 CT 及临床证实有鼻窦炎，包括上颌窦炎、筛窦
炎、蝶窦炎及额窦炎，且放疗前无并发鼻窦炎者。自 2009 年 3
月起，将本院诊断为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患者（ 诊断标准基本
同普通鼻窦炎） 符合入组条件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临床资料

入组 60 例病人中，男 39 例，女 21 例，年龄 19
～ 65 岁，中位年龄 42 岁。病理诊断低分化鳞癌 51 例，中分化
鳞癌 2 例，未分化癌 7 例。所有病人均接受根治性放疗，放疗总

1． 2

窦腔内积液、分泌物较前减少 50% 。
无效： 症状、体征无改善。

2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都不同程度获得疗效，见表 1。治疗组
中有 3 人鼻塞、流脓涕、头胀痛消失； 鼻镜检查鼻粘膜色泽恢复
正常，鼻甲粘膜肿胀消失，鼻腔、鼻咽腔干净无分泌物； 鼻窦 CT /
MRI 复查显示鼻甲无肥大，鼻窦粘膜正常，无增厚，鼻窦腔内积
液、气平面消失，鼻窦腔恢复正常含气状态，获得痊愈 （ 3 /30，
10% ） 。20 人鼻塞、流脓涕、头痛明显好转； 鼻甲粘膜肿胀明显
减轻，鼻腔内有少量粘液分泌物，鼻窦 CT / MRI 复查显示鼻窦腔
粘膜稍增厚，窦腔内仍有少许积液、分泌物，为显效（ 66． 7% ） ； 7
人鼻塞、流脓涕、头胀痛及鼻镜检查鼻甲粘膜肿胀、鼻腔分泌物
等症状体征部分改善，鼻窦 CT / MRI 显示鼻窦粘膜较厚，窦腔内
积液、分泌物较前减少 50% ，为好转（ 23． 3% ） ，治疗组总有效率
100% 。对 照 组 无 人 痊 愈，14 人 显 效 （ 46． 7% ） ，15 人 好 转
（ 50% ） ，
1 人无效，总有效率 96． 7% ，见表 2。两组的总有效率
分别为 100% 和 96． 7% ，无统计学差异（ P ＞ 0． 05） ，但治治疗组
的的痊愈 + 显效明显好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表1
组别
治疗组

剂量 70-80GY。所有病例经鼻内镜和 / 或鼻窦 CT / MR 检查证实
为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并排除了肿瘤复发。
1． 3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以成都华神药业生产的鼻渊舒
口服液为主，口服 10 毫升 / 次，3 次 / 天，连用 4 周为一疗程，治
疗 3 个疗程，辅以生理盐水每天冲洗鼻腔（ 咽） 。对照组以生理
盐水持续每天冲洗鼻腔 （ 咽） ，不加用鼻渊舒口服液及其他药
物。
1． 4 疗效观察

两组患者于治疗后第 l2 周分别进行临床症
状观察、鼻镜检查和 CT / MRI 检查。临床表现： 有无鼻塞、流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症状及体征变化情况

对照组

表2
组别

鼻甲肥

CT / MRI 表现鼻窦

大水肿
29

粘膜较厚，窦腔内积液
30

例数

鼻塞

流脓涕

治疗前

30

28

26

治疗后

30

2

0

2

0

治疗前

30

27

28

28

30

治疗后

30

4

3

3

1

两组患者疗效情况

治疗组

例数
30

痊愈
3（ 10% ）

显效
20（ 67． 7% ）

好转
7（ 23． 3% ）

无效
0

对照组

30

0

14（ 46． 7% ）

15（ 50． 0% ）

1（ 3． 3% ）

两组的痊愈 + 显效比较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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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于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治疗，多采用鼻咽 （ 腔） 冲

讨论

3

洗、抗菌素、鼻内窥镜手术等西医西药治疗手段，极少使用中医
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的发病率很高，据张学辉等 报道放
疗前为 9． 9% ，放疗后 86． 8% ，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主要在放射

中药的治疗方法，本研究结果显示，鼻渊舒口服液对鼻咽癌放

6 个月发病率最高 58． 1% ，
治疗末期至放射治疗后 1 年内发生，
1 年后发生率仅 5． 5% 。周永等［3］ 报道放疗前 43． 9% ，放疗后
93． 2% 。急性期鼻窦炎的发生于放疗末期和放 疗 后 3 ～ 6 个

疗后鼻窦炎的药理机制目前仍未明确，有学者在大鼠鼻窦炎模
［14］
型上作了初步的探讨 ，但鼻渊舒口服液在人体鼻咽癌放疗后

［2］

疗后鼻窦炎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鼻渊舒口服液治疗鼻咽癌放

鼻窦炎的作用机制仍需作进一步研究。

［4］

，
主要是由放疗引起的粘膜肿胀，分泌功能增加，纤毛排泄
［5］
功能下降，从而导致分泌物潴留 。而放疗引起的后鼻孔闭
月

锁，鼻甲慢性充血、肥大及鼻腔粘连，尤其是鼻道窦口粘连可能
［5］

是慢性期鼻窦炎发生的主要原因

鼻咽癌放疗后，由于鼻粘膜

出现放射损伤，使鼻粘膜的正常生理功能明显下降，可以说这
［6］
就是鼻咽癌放疗后并发鼻一鼻窦炎的病理学基础 。笔者在
前期的研究中，也初步阐明了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的发病影响
［7］
，主要 是 由 于 鼻 粘 膜 纤 毛 系 统 受 损、清 除 功 能 下 降 所

因素

［8］

致

，是一种无菌性炎症［9］ 。鼻咽癌放疗后鼻窦炎治疗原则是

增强机体免疫力，改善鼻窦的通气引流，以保守治疗为主，局部
应用鼻血管收缩剂及抗生素滴鼻，上颌窦穿刺冲洗，负压置换
［10］
术及中药治疗等。可全身应用免疫调节剂，提高抵抗力 。如
有鼻中隔偏曲、鼻腔粘连或后鼻孔闭锁、窦口肉芽组织阻塞，选
［11］
择合理适当的术式进行手术 。
鼻渊舒口服液的处方是根据原中华耳鼻咽喉科协会副主
任委员、已故著名中医专家熊雨田老先生根据祖传秘方精心加
减化裁而来，主治急慢性鼻炎、鼻窦炎。组方中在龙胆泻肝汤、
苍耳子散的基础上，加用黄芪，就能显著地提高清热解毒药的
［12］
。在临床应用实践中对各种鼻窦炎均有见效快，疗效确

疗效

［12，
13］

切

，具有抗炎症、抗过敏、促进鼻粘液纤毛传输和提高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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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Nasosinusitis Relieving Oral Liquid treatment for
nasosinusitis afte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radiotherapy
Zhang Weijun，Shi Xingyuan，Yang Ping
（ 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Guangzhou

510095）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nasosinusitis relieving oral liquid for nasosinusitis after radiotherap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Methods ：
patients with nasosinusitis after radiotherap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mainly for nasosinusitis relieving oral liquid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reatment group，combine normal saline flush nasal cavity daily．
Control group flush normal saline nasal cavity daily without combine nasosinusitis relieving oral liquid and other drugs． Observation on curative effect of two groups． Results： curative effect of treatment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 P ＜ 0． 01） ． Conclusion： nasosinusitis relieving oral liquid play a important role for nasosinusitis after radiotherap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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