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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化疗是治疗中晚期癌症患者的主要手段，而骨髓抑制

两组患者均为同步放化疗。放疗采用 ６０Ｃｏ 常规照射 ３０

是癌症放化疗中最主要的不良反应，部分患者常因此而延续

Ｇｙ／１５ ｆ／３ Ｗ，然后避脊髓超分割加量 ３０ Ｇｙ／２０ ｆ／２ Ｗ，再视

［１］

或中断治疗，使疗效大大降低 ，尤其是血小板降低可导致出

情况给予腔内放疗 １～２ 次，每次黏膜下 ０．５ ｃｍ 处 ６ Ｇｙ。化

血，甚至威胁生命。
白细胞介素－１１（ＩＬ－１１）虽能有效预防和治

疗为 ＦＰ 方案，５－Ｆｕ ３００ ｍｇ／ｍ ２ ｉｖｇｔｔ ｄ１－５，ＤＤＰ ２０ ｍｇ／ｍ２ ｉｖｇｔｔ

疗化疗所致的血小板减少［２］，但价格昂贵。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２００４

ｄ１－５，共用 ３ 个周期。治疗组在治疗开始至结束，给予活力苏

年 ３ 月，我科应用活力苏口服液治疗放化疗所致的血小板减

口服液（地奥集团天府药业生产），每次 １０ ｍＬ，每日 ３ 次。对

少，取得显著疗效，现报道如下。

照组单纯放化疗。对两组出现Ⅲ度以上骨髓抑制者均给予相

１

同剂量的 Ｇ－ＣＳＦ 治疗。在每周期化疗结束后第 １、２、３ 周分

临床资料

别查外周血，观察血小板计数的变化，并观察患者生活质量变

选择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２００４ 年 ３ 月我科收治的经病理组织
学确诊的食管鳞癌 １２０ 例，采用随机排列表法分为两组。
治疗

化及药物不良反应。

组 ６０ 例，男 ４２ 例，女 １８ 例；年龄 ３８～６５ 岁，平均 ５４．５ 岁。

３

结果

对照组 ６０ 例，男 ３９ 例，女 ２１ 例；年龄 ３７～６２ 岁，平均 ５２．２

治疗组血小板降低幅度低，回升快，两组比较有显著差

岁。两组患者治疗前肝肾功能、血常规及心电图均正常，ＫＰＳ

异；同时我们还观察到，治疗组患者的食欲、睡眠、精神状态

评分≥６０。

优于对照组，且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外周血血小板计数在化

２

疗后不同时间的变化见表 １。

治疗方案及方法
表１

１２

两组治疗后不同时间外围血血小板计数的变化［×１０ ／Ｌ（％）］

组别

化疗周期数

治疗组
对照组

化疗后第 １ 周

化疗后第 ２ 周

≥１０

７．５～９．９

＜７．５

≥１０

７．５～９．９

１８０

１１５（６３．９）

２５（１３．９）

４０（２２．２）

１５６（８６．７）

１８０

５７（３１．７）

４５（２５．０）

７８（４３．３）

６２（３４．４）

化疗后第 ３ 周
＜７．５

≥１０

７．５～９．９

＜７．５

１９（１０．６）

５（ ２．７）

１８０（１００．０）

０

０

７０（３８．９）

４８（２６．７）

７８（ ４３．３）

８４（４６．７）

１８（１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 ＜ ０．００５

４

讨论

子、黄芪、丹参等组成。药理学研究发现，淫羊藿苷可促进小

目前，临床上治疗放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主要手段是输

鼠脾淋巴细胞产生 ＣＳＦ 样活性。ＣＳＦ 可促进人体或动物骨髓细

注血小板、降低化疗剂量，或推迟治疗时间。前者经费高，且

胞增殖、分化、成熟，可促进机体造血并刺激诱导成熟细胞的

有增加血源性感染乙型肝炎、艾滋病的危险；后者会增加癌细

功能，对机体造血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淫羊藿苷还可

胞生长或扩散的机会。笔者采用活力苏口服液治疗放化疗所致

协同诱生 ＩＬ－２、ＩＬ－３、ＩＬ－６，而 ＩＬ－３ 可作用于骨髓多能干

血小板减少收到良好效果，且对肿瘤患者一般状态也有明显改

细胞，促进多种血细胞的分化增殖，ＩＬ－６ 协同 ＩＬ－３ 支持多能

善作用。活力苏口服液主要由制何首乌、淫羊藿、黄精、枸杞

干细胞的增殖， 因而可促进造血功能。观察结果表明， 活

治疗结果显示，清热散瘀液保留灌肠治疗盆腔炎性包块

程较长，效果较差，故对本症的治疗，应早期发现，早期确诊，

中医辨证属于湿热瘀结型能有效地改善临床症状和体征，总

早期治疗。
对症状较重，药物治疗无效或包块较大、
疗程较长、

疗效优于口服药金鸡冲剂，尤其是在包块的吸收上疗效显著，

疗效欠佳的患者应考虑手术治疗。

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 ０．０１）。此外，治疗组在起效时间、缩短
疗程等方面治疗组也明显优于对照组。
通过临床观察，笔者认为，中药灌肠治疗本病有如下优
势：①可使药物直达病所，有效作用于炎性包块，药物局部吸
收快，能很快发挥作用，消除症状，控制病灶；
②药物不经肝脏，
由静脉丛直接进入下腔静脉，既避免了药物对胃肠刺激，减轻
肝脏负担，又减少了对药力的影响；③方法简单，价格便宜，
无明显不良反应，患者易于接受。
临床中发现个别患者由于病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还需注意少吃生冷，调养情志，注意
经期卫生，方能获得满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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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阴增生型营养不良是一种常见而难治的外阴疾病，因

４．１

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病理报告为基本正常组织；

其病程长、外阴奇痒难忍，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２０００ 年 １
月－２００４ 年 １ 月，我院门诊共收治外阴增生型营养不良 ４５ 例，

明显好转：
症状完全消失或体征完全消失，但遇到某些刺激后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出现一过性瘙痒，皮肤弹性基本恢复，颜色接近正常；好转：

１

症状消失或偶有复发，皮肤弹性有所恢复，黏膜粉红，病理检

一般资料
本组 ４５ 例患者均为女性，随机分为 Ａ 组（２５ 例）和 Ｂ 组（２０

查见色素增加；无效：症状、体征及病理检查无明显改变。

例）。患者年龄 ２５～６８ 岁，平均 ４０．６ 岁；病程最短 １５ ｄ，最

两组均于治疗 １ 个疗程后做疗效评定。

长 ４ 年，平均 ２ 年 １ 个月；母子同患本病者 ４ 例，合并甲亢 １

４．２

结果（见表 １）

表１

例，合并糖尿病者 １ 例；病变部位：位于大阴唇及小阴唇外侧

两组疗效比较（例）

沟 １１ 例，阴唇、阴蒂受累 ３０ 例，阴唇、阴蒂及肛周受累 ４ 例。

组别

ｎ

治愈

明显好转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两组患者年龄、体质、病程均无显著差异。

Ａ组

２５

８

１５

２

０

１００

２

Ｂ组

２０

２

８

７

３

８５

诊断方法
外阴奇痒为主要症状，伴外阴皮肤增厚似革样隆起，弹性

５

讨论

减退或丧失，皮肤颜色为粉红或有界线明显的白色斑块为体

外阴增生型营养不良是一种慢性增生性疾病，其病因尚

征。
多点病理检查出现表皮过度角化及角化不全，棘细胞层不

不清楚，西医治疗效果不佳。本病属中医“阴痒”范畴，与五

规则肥厚，上皮脚向下延伸，真皮浅层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

脏功能失调有关，其以肝、脾、肾功能失常最常见。肝藏血而

但上皮细胞层排列整齐，保持极性，细胞大小和核形态染色正

肝脉络阴器，肾藏精而开窍于二阴，脾为气血生化之源，主升

常。

而运化水湿。脾失健运，则不能化湿，肝失疏泄，肾不蒸化，则

３

水湿停滞，阻滞经络气血的运行，气血不荣于皮毛，阴部变白；

治疗方法
Ａ 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Ｂ 组采用中药治疗。

３．１

辨证施治

湿邪重浊粘滞不能荣养润泽，故时时瘙痒；因摄生不洁，外感
湿热毒邪，或肝脾失调、湿热内生而下注，或阴痒日久不愈，

以清热利湿为法，方用萆薢渗湿汤：萆薢 ２０ ｇ，薏苡仁 １５

复感蕴结，浸润外阴而致本病。以萆薢渗湿汤清热利湿、调和

ｇ，黄柏 １０ ｇ ，赤茯苓 １０ ｇ ，牡丹皮 １０ ｇ，泽泻 １０ ｇ，通草 １０ ｇ ，

诸脏；塌痒汤外洗利湿止痒。内服外洗，相辅相成，达到提高

滑石 １０ ｇ，苦参 ６ ｇ，白鲜皮 １５ ｇ，鹤虱 １０ ｇ。水煎内服，每日

疗效的目的。

１ 剂，３０ ｄ 为 １ 个疗程，每服 ６ 剂休息 １ ｄ。
３．２

中药外洗

现代医学认为，本病与局部组织的神经内分泌失调有关，
利用人重组 ａ－２ｂ 干扰素皮下注射，通过诱导内源性干扰素的

塌痒汤：鹤虱 ３０ ｇ，苦参 １５ ｇ，威灵脂 １５ ｇ，当归尾 １５ ｇ，

产生及提高局部 Ｔ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抑制棘细胞增厚及上

蛇床子 １５ ｇ，地肤子 １５ ｇ。水煎，先熏后洗，每两日 １ 剂，每日

皮角化，达到治疗目的。
微波幅射治疗原理是人体组织吸收一

２ 次，３０ ｄ 为 １ 个疗程。

定微波后，局部组织血管扩张、循环加速、代谢能力增强，从

３．３

而改善外阴组织的营养状态；同时可提高中药及西药在局部

西医疗法
①应用人重组 ａ－２ｂ 干扰素 １００ 万 Ｕ 加入 ０．５％利多卡因

１０ ｍＬ 做病变部位皮下注射，每 ３ 日 １ 次，每 １０ 次为 １ 个疗程。

组织作用，达到组织修复功能。
本组观察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外阴增生型营养不

②应用国产 ＭＴＣ－３ 型微波治疗仪，对病变区域做辐射治疗，每

良是快速减轻症状、减少不良刺激、防止病情发展、解除患

日 １ 次，每次 ３０ ｍｉｎ，３０ ｄ 为 １ 个疗程。经期停止辐射。

者痛苦的有效方法。

４

临床疗效

力苏口服液治疗血小板减少症作用持久、安全、方便、无明
显不良反应，患者易接受，值得临床进一步探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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