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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苍耳子鼻炎胶囊联合改良鼻腔冲洗方案 
对急性鼻窦炎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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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苍耳子鼻炎胶囊联合改良鼻腔冲洗方案对急性鼻窦炎患者疗效及炎症指标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急性鼻窦炎患者 120 例，按治疗
方法不同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中西医结合组）和西药对照组，每组 60 例。西药对照组采用改良鼻腔冲洗
方案治疗；中西医结合组在改良鼻腔冲洗方案基础上加用苍耳子鼻炎胶囊（组成：苍耳子、黄芩、辛夷花、石
膏、冰片、白芷、薄荷等），每次 2 粒，每日 3 次，连续治疗 14 d。于治疗前和疗程结束后检测患者血清肿瘤坏
死因子 -α（TNF-α）、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及血常规中性粒细胞比例（N）、白细胞计数（WBC）；记录
两组患者症状积分，采用 Lund-Kennedy 评分进行鼻内镜下黏膜状态评估，采用 Lund-Mackay 评分对患者进行
CT 检查量化评估，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hs-CRP、WBC、N、
TNF-α、Lund-Kennedy 评分、症状积分、Lund-Mackay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且以中西医结合组的降低程度
较西药对照组更显著〔hs-CRP（mg/L）：2.56±0.89 比 4.75±1.23，WBC（×109/L）：5.12±2.21 比 7.38±2.10，N：
0.60±0.02 比 0.67±0.03，TNF-α（nmol/L）：25.11±10.83 比 36.52±11.02，Lund-Kennedy 评分（分）：2.30±0.59
比 3.03±0.58，症状积分（分）：0.46±0.23比 1.24±0.47，Lund-Mackay评分（分）：2.70±0.63比 4.60±0.88，均 P＜
0.05〕。中西医结合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西药对照组〔96.67%（58/60）比 85.00%（51/60），P＜0.05〕。中西
医结合组和西药对照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00%（3/60）比 6.67%（4/60），P＞0.05〕。结论  苍
耳子鼻炎胶囊联合改良鼻腔冲洗方案能显著提高急性鼻窦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改善机体炎症因子水平，且安全
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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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Xanthium  rhinitis  capsule  combined  with  improved  nasal 
irrigation scheme on the efficacy and laboratory indexes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nasosinusiti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patients with acute sinusitis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6 to May 2018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treatment method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integ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group  (combined group)  and a west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control group),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with improved nasal irrigation, 
while  the  combined  group  was,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in  control  group,  additionally  given  Xanthium  rhinitis 
capsule  (composition:  xanthium,  scutellaria,  magnolia  flower,  gypsum,  borneol,  angelica  dahurica,  peppermint,  etc.), 
2  tablets  each  time,  3  times  a  day  for  consecutive  14  days.  Before  and  after  of  treatment,  the  serum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the level of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and the blood routine neutrophils ratio (N)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were detected. The patients' integral scores of acute sinusitis symptoms were recorded 
in two groups, Lund-Mackay score was used to quantify the patients' CT examination, the Lund-Kennedy sco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mucosal status under nasal endoscopy, and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hs-CRP, WBC, N,  TNF-α,  the  Lund-Kennedy 
score, symptom scores and Lund-Mackay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degrees of reduction in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hs-CRP (mg/L):  
2.56±0.89 vs. 4.75±1.23, WBC (×109/L): 5.12±2.21 vs. 7.38±2.10, N: 0.60±0.02 vs. 0.67±0.03, TNF-α (nmol/L):  
25.11±10.83  vs.  36.52±11.02,  Lund-Kennedy  score:  2.30±0.59  vs.  3.03±0.58,  symptom  score:  0.46±0.23  vs. 
1.24±0.47,  Lund-Mackay  score:  2.70±0.63  vs.  4.60±0.88,  all P  <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mbin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96.67% (58/60) vs. 85% (51/60), P <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combin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5.00% (3/60) vs. 
6.67% (4/60), P > 0.05].  Conclusion  Xanthium sibiricum capsule combined with improved nasal irrigation scheme 
used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sinusit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lower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the treatment is safe.

【Key words】  Xanthium sibiricum capsule;  Nasal cavity rinse;  Sinusitis, a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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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鼻窦炎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炎症反应性疾

病，患者鼻腔黏膜肿胀，鼻窦开口受阻，临床多表现

为流涕、鼻塞、头痛等症状。鼻腔冲洗是一种被临

床实践所认可的行之有效的鼻科常用辅助治疗，因

其具有成本低廉、不良反应少、操作简单等优点，近

年来被国际各大指南性文件推荐使用。中医认为急

性鼻窦炎属于“鼻渊”的范畴，主张采用苍耳子鼻炎

胶囊或千柏鼻炎胶囊等中药制剂治疗［1］。本研究

观察苍耳子鼻炎胶囊联合改良鼻腔冲洗方案对急性

鼻窦炎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及分组：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本院就诊的急性鼻窦炎患者 120 例，按用

药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西药对照组和中西医结合

治疗组（中西医结合组），每组 60 例。两组患者性

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均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表 1），有可比性。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病程
（d，x±s）男性 女性

西药对照组 60 29 31 45.04±5.64 7.32±0.50
中西医结合组 60 28 32 44.83±5.39 7.37±0.46

1.2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本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检测和治疗方法取得患者

及家属知情同意。

1.3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均采用徐晓华等［2］设计

的新型鼻腔冲洗器进行鼻腔冲洗。西药对照组冲

洗液为浓度为 2.5% 的高渗温盐水，加入庆大霉素 

16 U + 地塞米松 10 mg，每日 2 次冲洗鼻腔。中

西医结合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苍耳子鼻炎胶囊 

（由苍耳子、黄芩、辛夷花、石膏、冰片、白芷、薄荷

等组成，由白山市长白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每次 2 粒，每日 3 次。两组均连续治疗 14 d。

1.4  观察指标：于治疗前后采集两组患者静脉血分

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

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检测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及血常规中性

粒细胞比例（N）、白细胞计数（WBC）水平。

1.4.1  症状积分：观察两组患者急性鼻窦炎指标 

（症状：鼻塞、鼻涕、头痛；体征：肿胀、鼻黏膜充血、

鼻道内分泌物；CT 检查：鼻窦黏膜有无增厚；不良

反应：呕吐、腹痛、恶心、腹泻）改善情况。症状积

分参照表 2 进行评定。

表 2 急性鼻窦炎症状积分评定标准

项目 3 分 2 分 1 分 0 分

头痛
重度头痛，需
  服药缓解

中度头痛，定时
  服药缓解

轻度头痛，无需
  服药或偶尔服药

无

鼻塞
鼻塞严重，需
  张口呼吸

单侧鼻塞或持续
  通气不畅

间断性鼻塞 无

流涕 流涕不止 不自主流涕 偶尔流涕 无
不良反应 重度 中度 轻度 无

1.4.2  Lund-Kennedy 评分：鼻内镜下黏膜状态量

化评估采用 Lund-Kennedy 评分，0 分为鼻黏膜无水

肿，无脓性分泌物；1 分为鼻黏膜轻度水肿，有稀薄

样分泌物；2 分为鼻黏膜严重水肿息肉样变，有脓性

分泌物。

1.4.3  Lund-Mackay 评 分：鼻 窦 CT 检 查 量 化 评

估采用 Lund-Mackay 评分，将鼻窦分为 6 个部分，

每个部分根据病变程度记为 0～2 分，每侧分数为

0～12 分，＞9 分为重度，7～9 分为中度，3～6 分为

轻度，＜3 分为轻微炎症。

1.5  临床疗效： ① 治愈：症状或体征消失，鼻内镜

和影像学检查均恢复正常； ② 显效：症状或体征

显著减轻，影像学及内镜下鼻黏膜状态明显改善；  

③ 好转：症状或体征有所减轻，但不显著，鼻内镜下

及影像学检查鼻黏膜状态明显好转； ④ 无效：症状

或体征无明显减轻甚至加重。总有效率＝（治愈 +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1.6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例（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炎症指标比较（表 3）：两组治疗后

hs-CRP、WBC、N、TNF-α 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且中西医结合组的降低程度较西药对照组更显著 

（均 P＜0.05）。

表 3 两组患者炎症指标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例） hs-CRP（mg/L） WBC（×109/L）

西药
  对照组

治疗前 60 7.26±2.19 10.73±2.39
治疗后 60 4.75±1.23 a 7.38±2.10 a

中西医 治疗前 60 7.30±2.03 11.01±1.29
  结合组 治疗后 60 2.56±0.89 ab 5.12±2.21 ab

组别 时间 例数（例） N TNF-α（nmol/L）

西药
  对照组

治疗前 60 0.75±0.04 78.92±20.39
治疗后 60 0.67±0.03 a 36.52±11.02 a

中西医 治疗前 60 0.76±0.03 78.28±20.83
  结合组 治疗后 60 0.60±0.02 ab 25.11±10.83 ab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西药对照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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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清理表面的细菌和真菌，降低其对鼻黏膜的

刺激。另外苍耳子鼻炎胶囊中辛夷花、苍耳子具有

消肿排脓、疏通鼻窍的作用，冰片、薄荷具有消肿止

痛、疏风散热的作用，能够有效恢复患者的鼻腔通

气功能。本研究结果显示，苍耳子鼻炎胶囊联合改

良鼻腔冲洗方案能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

征。分析其主要原因有： ① 苍耳子鼻炎胶囊中，黄

芩和白芷具有排脓、通窍的功效，能够改善患者的

流涕症状，薄荷具有出风散热功效，能够缓解患者的

鼻塞症状，另外石膏具有清热泻火功效，可降低患

者体温，以上多种中成药联合作用，起到缓解患者

流涕、鼻塞、头痛等症状，同时降低机体炎症反应。 

② 改良鼻腔冲洗方案直接作用于患处，且冲洗药剂

中加入了庆大霉素 16 U + 地塞米松 10 mg，在提高

患者黏膜纤毛功能、降低黏膜水肿的同时，能够有

效减少炎症因子的分泌，抑制细菌滋生，促进窦孔开

放的功能。本研究结果提示，苍耳子鼻炎胶囊联合

改良鼻腔冲洗方案能显著提高急性鼻窦炎患者的临

床疗效，内服加外用，中药加西药，标本同治，协同

起效，进而提高临床疗效，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与 

李泳文［6］用这种方法治疗鼻咽癌放疗患者放射性

鼻炎的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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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组患者症状积分、Lund-Kennedy 评分、
Lund-Mackay 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症状积分
（分）

Lund-Kennedy
评分（分）

Lund-Mackay
评分（分）

西药
  对照组

治疗前 60 2.73±0.28 8.30±0.93 11.30±2.32
治疗后 60 1.24±0.47 a 3.03±0.58 a 4.60±0.88 a

中西医 治疗前 60 2.73±0.32 8.27±1.21 11.20±2.38
  结合组 治疗后 60 0.46±0.23 ab 2.30±0.59 ab 2.70±0.63 ab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西药对照组比较，bP＜0.05

表 5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临床疗效（例） 总有效率
〔%（例）〕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西药对照组 60 30 13 8 9 85.00（51）
中西医结合 60 37 19 2 2 96.67（58）a

注：与西药对照组比较，aP＜0.05

2.2  两 组 患 者 症 状 积 分、Lund-Kennedy 评 分、

Lund-Mackay 评分比较（表 4）：两组患者治疗后症

状积分、Lund-Kennedy 评分、Lund-Mackay 评分均

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中西医结合组的降低程度较

西药对照组更显著（均 P＜0.05）。

2.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表 5）：中西医结合组

总有效率显著高于西药对照组（χ2＝4.904，P＜0.05）。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在治疗过程

中，西药对照组出现 1 例呕吐，2 例口干，1 例恶心，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67%，中西医结合组出现 1 例

呕吐，1例口干，1例头晕，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00%。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 论

  急性鼻窦炎患者常常表现为流涕、鼻塞、头痛

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王韦［3］研究指

出，鼻腔冲洗是鼻部疾病局部治疗的方法之一，也是

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公认的一种安全有效治疗方

法。但是临床上采用的常规鼻腔冲洗器冲洗方法存

在冲洗不舒适、冲洗液用量多造成浪费等问题，若

操作不当容易造成呛咳，降低黏液纤毛的防御功能，

甚至引发鼻部胀痛、中耳炎、头痛等不良事件，严重

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4-5］。因此，本研究中患者

采用的是负压鼻腔冲洗方法。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 hs-CRP、WBC、

N、TNF-α 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但中西医结合组

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苍耳子鼻炎胶囊联合改良鼻

腔冲洗方案，能够显著降低急性鼻窦炎患者体内炎

症反应。鼻腔冲洗时药物可直接作用于鼻腔黏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