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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性肠病，其病程迁延、反复难愈且具有癌变倾向。包括灌肠法、

针灸疗法、
穴位敷贴等多种外治法在临床治疗 UC 中均取得了肯定疗效。外治法的便捷性和可操作性使之成为 UC 治

疗的又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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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性
肠病，其病变多累及直肠、
结肠黏膜层，
表现为持续
或反复发作的腹泻、黏液脓血便伴腹痛、里急后重
和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由于病程迁延、反复难愈
且具癌变倾向，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难治性疾病之
一。清代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有云：
“外治之理即
内治之理，
外治之药亦内治之药，
所异者，
法耳。”
灌
肠法、针灸疗法、穴位敷贴、
穴位埋线等多种外治法
的应用为 UC 患者和临床医师开辟了另一条有效的
治疗途径。
1 灌肠法
局部灌肠可使药物直达病所，改善肠道血运与
微循环，
并在肠黏膜表面建立药膜性保护层。同时，
灌肠疗法使药物通过肠黏膜吸收，免去了肝脏的首
过效应、消化酶对药性的破坏和药物对消化道的刺
激。如今，改良式保留灌肠法和滴注式灌肠法因可
减少药物过多溢出、提升患者治疗舒适性（减轻便
意感、
避免脉率增快）等优越性得以广泛认可普及。
1.1 保留灌肠法 桂文等 [1] 以黄连、五倍子、仙鹤
草、明矾、丹参等组方连倍合剂灌肠治疗 UC，致
Mayo 指数显著降低，
总有效率为 92.1%。王艳艳[2]用
祛风除湿中药复方（白头翁、穿山龙、败酱草、徐长
卿、仙鹤草、地榆、槟榔、薏苡仁）对 UC 患者施灌肠
疗法，可明显提高患者 SF-36 量表各维度积分，提
升生活质量。滑永志等[3]拟清热燥湿、
缓急止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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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30 g，防风 15 g，生大黄 15 g，生地榆 20 g，白芍

15 g 等制备达康灌肠液，
总有效率为 100%。亦有用
康复新液、锡类散等中药复方制剂灌肠的报道，皆
取得满意临床效果[4-5]。
灌肠法联合药物口服的治疗方案也日益推广，
内外法同治在临床上发挥着良好的协同作用。闫
奇[6]在健脾愈疡汤内服基础上，
合苦参、
黄柏、地榆、
白及、
红藤、
紫草共成保留灌肠方治疗 UC。边毅等[7]
采用蝉蜕、
白芷、防风、
苦参、白扁豆等药灌肠，联合
柳氮磺胺吡啶口服，
可降低 UC 患者 CD4+水平、提高
CD8+水平，
反映此法能有效改善 T 细胞免疫功能。
1.2 直肠滴注法 直肠滴注法作为一种新型给药
方式，以中医学“导法”为核心，结合现代医学的灌
肠技术，在治疗慢性盆腔炎、结肠炎、急性脑出血等
各类临床疾病中发挥作用。相较于传统灌肠法，直
肠滴注因其用药量大却对肠道局部的刺激性小、与
病灶肠黏膜接触时间长等特点在药物吸收率上更
具优势。
李和平等[8] 以加味白头翁汤直肠滴注 38 例溃
疡性结肠炎患者，
总有效率为 92.1%，
证明此法可使
肠黏膜充血水肿消失，
促进溃疡愈合。毛文先等[9]以
清热解毒、逐瘀排脓、
扶正托邪为治则，
组方连蒲液
（黄连 12 g，蒲公英 30 g，白头翁 20 g，土茯苓 20 g，
败酱草 30 g，
地榆 30 g，
白及 20 g，乌梅 20 g，
五倍子
30 g，黄芪 30 g，白术 20 g，皂角刺 20 g）直肠滴注
UC 患者，结合中医辨证内治，实现治疗总有效率
91%。谭正洋等[10]采用清解祛湿汤（蒲公英 30 g，海
蚌含珠 30 g，
地榆 20 g，
黄连 15 g，黄芩 20 g，
仙鹤草
20 g，白芍 15 g，三七 20 g，苍术 8 g，秦皮 20 g，甘草
5 g）直肠滴注治疗 UC，收取清热燥湿、解毒化滞之
效。周樊华等[11]将直肠滴注时的插管深度增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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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m，
达乙状结肠中段，
减轻了插管对直肠、肛门的

3.1

效率达 90.0%。
1.3 气药灌肠法 气药灌肠法应用气压推进药液，

疏密波。运用合理补泻手法，
取得 91.11%的总有效
率，且指出大赫穴是治疗本病的有效穴位。然纵览

使之直接作用于肠道病变部位，从而发挥抗炎、止
血及修复黏膜等作用。其优势在于，气压能推进药

文献不难发现，针刺疗法在临床上多是与各类中医
内外治法联用。丁莉等[21]予脾胃虚弱型 UC 患者参
苓白术散合补中益气汤加减，配合以中脘、天枢、足
三里、
阴陵泉为主穴的针刺治疗，
总有效率为95.57%，

刺激，
增加了药物吸收率。以苦参、
薏苡仁、
白头翁、
乌梅、秦皮、木贼、青黛、扁豆、三七组方，临床总有

液弥散至较高的病灶，提升病变处血药浓度，扩大
治疗范围，
延长药液在肠内的停留时间。
林锡芬等[12]运用气药灌肠法，与常规保留灌肠
组对照，
湿热阻滞型及气滞血瘀型采用溃结 1 号方

（黄柏、白芷、白及、
白花蛇舌草、滑石等），脾肾两虚
型采用溃结 2 号方（党参、石榴皮、白术、赤石脂

等）。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2%，
可明显改善肠
黏膜充血水肿及糜烂溃疡状态。张苏闽等[13]研究表
明，气药灌肠法能均匀分布药液至整个结肠，令溃
疡处肠黏膜的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iN-OS）mRNA
表达量和血清一氧化氮（NO）水平下降，
收效显著。
2 栓剂治疗
栓剂治疗 UC 便捷且患者易于耐受，尤适宜病
变主要局限于直肠的患者。
吴泉等[14]用黄芪、蒲黄、白术、五灵脂、槐花、川
芎、薏苡仁、败酱草、白头翁、当归、
白及制成芪黄栓
纳肛给药治疗 UC，临床症状疗效、内镜疗效等均
显著优于西药对照组。马贵同等[15]回顾分析 253 例
UC 病例得出，清肠栓（马齿苋、青黛、参三七、五倍
子等）对直乙结肠型 UC 的总有效率达 100%；陈江
等[16] 则报道，其作用机制与降低 sIL-2R、
sIL-6R 水
平，下调 IL-2R、
IL-6R mRNA 表达，抑制 T 淋巴细
胞活化增殖，
减少炎症递质产生有关。马建华等[17]研
究阐释，肠必清栓治疗 UC 的作用机制可通过下调
结肠组织中 TGF-茁1 的表达，并抑制 NF-资Bp65 的
活性从而下调 COX-2 来实现。
3 针灸治疗
针灸疗法中医学的一大特色。针刺对 UC 患者
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具备双向的良性调节作
用，
并通过平衡调节致炎细胞因子（IL-1、
IL-6、
IL-8、
TNF-琢 等）和抗炎细胞因子（IL-1ra、IL-4、IL-10、
TGF-茁 等）维持肠道的正常免疫反应[18]。灸法具备
温经通络、调和气血、益气固脱等功效，可弥补针、
药之不及。各类以灸法治疗 UC 的文献报道中，
以隔
姜灸应用最广；取穴重视俞募配对，多取任脉及足
阳明胃经之穴位，
选穴神阙、
天枢者最多[19]。

针刺疗法 魏伟[20]针刺治疗脾胃虚弱型 UC 患

者，
主穴取天枢、
大赫、上巨虚、足三里，脾气虚加脾
俞、
胃俞，血瘀加血海，湿热甚加阴陵泉、太冲，并接

2 年内复发率为 10.29%。白岩[22]等予 UC 患者中药
汤剂（药用白头翁、苦参、生地榆、
五倍子等）保留灌

肠的同时施以针刺治疗（足三里、上巨虚、天枢、脾
俞、肾俞、阴陵泉为主穴；酌加合谷、太冲、曲池、丰

隆），
临床症状及肠镜评价总有效率均为 100%。
3.2 灸法 吴焕淦等 [23] 采用隔药灸治疗 UC，药饼
配方为附子 10 g，肉桂 2 g，丹参 3 g，红花 3 g，木香
2 g，取穴中脘、天枢（双）、关元，通过下调病变肠黏
膜 TNF-琢、
TNF-琢R1、
TNF-琢R2 的表达，而减轻黏
膜炎症、
促进组织修复。尚有多位研究者[24-25]选穴足
太阳膀胱经背部腧穴，隔姜灸治疗 UC 以奏温经通
络回阳之效，
纠正免疫失衡，
改善肠道环境。赵天平
等[26]取穴天枢、气海，分别对 UC 大鼠予以隔药灸、
隔姜灸、隔蒜灸、
温和灸 4 种灸法。结果显示，隔药
灸组、
隔姜灸组、
隔蒜灸组对结肠黏膜中性黏液、酸
性黏液、硫酸黏液分泌的调节作用均优于温和灸
组，证实隔物灸可通过调节黏蛋白分泌而起肠黏膜
保护作用。
针刺与艾灸结合的温针灸外治亦有临床报道。
于洪[27] 守清热利湿、消肿排毒、温补脾肾、通腑化滞
之原则，
注重经络与脏腑同调治疗 UC。温针灸法施
于双侧上巨虚及天枢穴，捻转补法行针后，将直径
为 1.5 cm 的艾柱穿在针柄上点燃，至艾柱燃烬起
针；同时配合由薏苡附子败酱散、葛根芩连汤等化
裁的中药方内服，
收获 90.63%的临床总有效率。
4 穴位敷贴
穴位敷贴属中医经皮给药方式之一。药物经由
皮肤表面的角质层、毛囊、皮脂腺及汗管，通过释
放、
穿透、
吸收 3 个阶段进入血液循环。穴位敷贴利
用了经穴对药物的外敏性和放大效应，使药物迅速
直抵相应组织器官产生药理效应[28]。
陈昌飞等[29]采用溃结宁膏穴位敷贴治疗脾肾阳
虚型 UC 患者 30 例，贴膏由炮附子、细辛、丁香、白
芥子、延胡索、赤芍、生姜等药味组成，
选穴上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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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枢、足三里、命门、关元，每次贴敷 4 h，每隔 5 日

肝俞至大肠俞；
点按两侧脾俞、
胃俞、三焦俞、肾俞、

调节脏腑气血阴阳，调整机体免疫，
消除炎症，修复
[30]
肠道局部病损。田建荣等 利用神阙穴位贴敷治疗
UC，将车前子 20 g，花椒、肉桂、丁香各 10 g 研为细
末，以醋调制成药饼，热敷于神阙。治疗后患者腹

口服中药及保留灌肠的基础上加用中药热敷理疗，
将装有中药的纱布袋置于患者脐周，覆上特制加热

1 次，
疗程 60 d。结果治疗组患者的血清 IFN-酌 含量
比柳氮磺胺吡啶对照组下降更为明显，证实此法能

泻、脓血便、腹痛、里急后重、发热的临床症状积分
改善情况均优于柳氮磺吡啶肠溶片对照组。表明神

大肠俞诸穴；
夹脊穴或膀胱经循行部位行平推法，取
得 93.85%的总有效率。巩跃生等[38]对治疗组患者在

毯通电加热（温度 45 益左右），每次热敷约 40 min，
总有效率达 93.33%。
7

总结展望
溃疡性结肠炎曾被认为是欧美地区的多发病，

阙穴贴敷能使药物直达脏腑经络，补虚泻实，祛湿
邪、畅气机。针对缓解期 UC，何润明等 [31]自拟细辛
50 g，丁香 50 g，肉桂 100 g，艾叶 50 g，白鲜皮 50 g
制成膏剂贴敷于风府、脾腧、
肾腧、神阙、足三里、大

然而随着近年来亚太地区饮食习惯、生活环境的改
变，
UC 在我国的发病率显著升高。据一项回顾性分
UC 在中国的患病率为 11.62/105。UC
析报告[39]估算，
当属中医学“泄泻”
、
“休息痢”
、
“ 久痢”和“肠澼”范

肠穴六个穴位，加口服安慰剂治疗。1 年后，治疗组
患者 UC 复发率远低于对照组（安慰剂外贴+柳氮磺
胺吡啶）和空白组。
5 穴位埋线
穴位埋线是将不同型号的羊肠线埋入特定穴
位，通过羊肠线对穴位的生理物理作用和生物化学
刺激而达到治疗效果的方法。它融合了局麻、
针刺、
放血、埋针等多种疗法，集合了穴位封闭、刺血、机
体组织损伤的后作用、留针、组织疗法等多 重效
穴位埋线能下调 UC 患者
应[32]。朱莹等[33]研究报道，
凋亡抑制基因 Bcl-2 的表达，并上调凋亡诱导基因
Apo-1、
Apo-27 的表达，证实其能通过促进患者淋
巴细胞凋亡、抑制自身免疫反应而达到控制或减轻
炎症的治疗目的。
王兵[34] 取穴脾俞、胃俞、
大肠俞等行穴位埋线，
并联合星状神经节阻滞，
UC 治疗临床总有效率达
95.6%，
肠镜下疗效亦明显优于柳氮磺吡啶对照组。
皇甫建新等[35]在口服美沙拉嗪基础上给予治疗组双
侧天枢穴穴位埋线治疗，
总有效率为 94.13%，
Baron
内镜积分下降幅度大于单纯口服美沙拉嗪对照组。
焦建华等[36]以穴位强化埋线联合美沙拉嗪治疗 UC，
选穴双侧大肠俞、天枢、足三里，并针刺足三里约
5cm。 联 合 治 疗 组 在 治 疗 12 个 月 后 复 发 率 仅
16.7%，
明显低于穴位埋线组和美沙拉嗪组，
且疾病
处于缓解期的时间更长。
6 其他治法
彭强[37]采用推拿疗法，
腹部施以全掌按揉法，由
中脘渐移至关元，往返 5 遍；以上部位施一指禅推
法；拇指按揉关元、气海、双侧天枢；摩腹 5 min；掌
振于神阙； 法施于背部足太阳膀胱经循行部位，
自

畴。中医认为，其病因涉及外感湿热邪毒、饮食不
节、
情志失调、禀赋不足等。病机特点可归为，脾胃
虚弱为本，
大肠湿热为标，
“湿”
“热”
、
、
“毒”
、
“瘀”共
为病理要素，
虚实夹杂、
气血同病、
寒热错综。
外治法将药物、器具、
手法、物理作用等施于体
表、腧穴、孔窍，撷取温经通络、调和气血、清热解
毒、健脾益气、固肠止泻等一系列功效，使阴阳得
正，气血和顺，邪祛正安，达到调节机体免疫、促进
损伤黏膜修复愈合的治疗目的。现今，口服水杨酸
制剂、
糖皮质激素、
免疫抑制剂等治疗 UC 所产生的
毒副作用，激素无效或激素依赖，患者免疫力降低、
耐受性差等问题更凸显中医外治法在有效性、安全
性、
便捷性、
经济性上的多重优势。
纵观历年文献，
UC 治疗除采取灌肠、针灸、穴
位敷贴等单一外治法外，不乏中医内外法同治或多
种外治法联用的相关报道，其中更有明确提出能降
低 UC 1耀2 年内复发率、
延长缓解期者。联合协同治
疗或可成为趋势，其优势在疾病防与治两端得以兼
备。目前虽然外治法种类繁多，然仍缺乏一定程度
的公认性，以及对远期疗效的评判。期待将来能有
更多高质量、大样本量、多中心、
设计严谨的临床或
基础研究出现，进一步确切提升中医外治法的价值
性和疗效的肯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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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reatment for ulcerative co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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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lcerative colitis渊UC冤 is a chronic nonspecific intestinal disease with prolonged course袁high recurrence rates and canceration
tendency袁which has been listed as one of the refractory diseases by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Various external treatments including

enema, acupuncture, acupoint application, ect袁make good effect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UC, and provide another options for patients in

virtue of convenience and op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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