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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消炎膏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泡沫硬化剂联合手术
治疗后血栓性浅静脉炎的临床效果
王玉涛， 宋奎全， 张幼雯
摘要

目的：探讨消炎膏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泡沫硬化剂联合手术治疗后血栓性浅静脉炎的有效性。方法：选取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于济南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病科接受下肢静脉曲张泡沫硬化剂联合手术治疗后出现血栓性浅静脉炎的患
者 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观察组应用本院外用自制剂消炎
膏外敷治疗，对照组采用多磺酸黏多糖乳膏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评分、血栓长度、炎性面积及疼痛评分。
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皮肤颜色、肿胀程度、皮肤温度及疼痛程度症状评分，血栓长度、炎性面积、患处皮肤温度及疼
痛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降低（P <0.05）；观察组患者症状评分、血栓长度、炎性面积及患处皮肤温度小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疼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消炎膏和多磺酸黏多糖乳膏对下肢
静脉曲张泡沫硬化剂联合手术治疗后血栓性浅静脉炎的治疗均有效，但消炎膏在改善临床症状、缩短血栓长度和减小炎性
面积方面优于多磺酸黏多糖乳膏。
关键词：血栓性浅静脉炎；泡沫硬化疗法；消炎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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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Research of Xiao Yan Ointment Treating Superficial Thrombophlebitis in Varicose Veins of
Lower Extremities after Foam Sclerotherapy Combined with Surgery WANG Yu-tao, SONG Kui-quan,
ZHANG You-wen Department of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s, Jinan Municip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25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Xiao Yan Oint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superﬁcial
thrombophlebitis in varicose veins of lower extremities after foam sclerotherapy combined with surgery.
Methods Sixty cases with superficial thrombophlebitis after foam sclerotherapy combined with surgery of
varicose veins of lower extremities in the department of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s, Jinan Municip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Xiao Yan Ointment and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olysulfonic Acid Mucopolysaccharide
Cream.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ymptom scores,
thrombus length, inflammatory area and pain scores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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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0.05). Conclusion Both Xiao Yan Ointment and Polysulfonic
Acid Mucopolysaccharide Cream a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superﬁcial thrombophlebitis in varicose veins of lower
extremities after foam sclerotherapy combined with surgery, but Xiao Yan Ointment are superior to Polysulfonic
Acid Mucopolysaccharide Cream in im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reducing thrombus length, and reducing
inﬂammatory area.
Key words: Superﬁcial thrombophlebitis; foam sclerotherapy; Xiao Yan Ointment
血栓性浅静脉炎（superﬁcial thrombophlebitis,
STP）是指发生于四肢及胸腹壁浅静脉的血栓性疾
病。据统计，STP 发病率约为 0.6‰，而在接受泡
沫硬化治疗术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高达 2%~10%[1]。
有证据显示，STP 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和 肺 栓 塞（pulmonary
embolism, PE）发病关系密切 [2]，STP 早期干预意
义重大。中医药治疗 STP 历史悠久，尤其是外治
疗法，效果显著且并发症少，临床应用愈加广泛。
本研究采用济南市中医医院自制剂消炎膏治疗泡
沫硬化治疗后 STP，临床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7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表1

于济南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病科接受泡沫硬化剂
联合手术治疗后出现 STP 的下肢静脉曲张患者 60
例。纳入标准 [3] ：1）沿静脉走向的条索样硬结；2）
受累静脉周围出现皮色发红或色素沉着等炎性反
应；3）彩超可探及受累静脉内血栓形成。排除标准：
1）术前即确诊 STP ；2）合并深静脉血栓形成；3）
有严重的心、肝、肺等重要脏器的疾病或精神疾病；
4）对消炎膏或多磺酸黏多糖乳膏过敏。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30 例（30 条下肢）。两组
患者的年龄、性别、合并疾病、体质指数（BMI）、
手术时长、手术方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1）。
本研究已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入组患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n =30）

对照组（n =30）

t /Z/χ2 值

P值

46.90±14.49

45.73±13.07

0.327

0.745

男

23

25

0.417

0.519

女

7

5

有

5

10

2.222

0.136

无

25

20

有

6

7

0.098

0.754

无

24

23

有

5

7

0.417

0.519

无

25

23

剥脱 + 硬化

16

13

0.601

0.438

激光 + 硬化

14

17

BMI（kg/m ）

24.45±3.67

25.63±3.58

-1.267

0.210

手术时长（min）

62.43±10.29

61.27±11.20

0.420

0.676

指标
年龄（岁）
性别（例）

合并糖尿病（例）

合并高血压（例）

合并冠心病（例）

手术方式（例）

2

注：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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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对照组治疗方法 患处皮肤用生理盐水擦
拭，按病变部位面积大小取喜辽妥适量，均匀涂
抹于病变皮肤，轻轻按揉 1~2 min，每 24 小时使
用 2 次。
1.4 观察指标 治疗周期为 7 d。参照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制定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4] 评估
并记录入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评分（表 2）；应
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入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栓长
度（图 1）；拍照并应用 Photoshop 软件测量入组
患者治疗前后炎性面积变化（图 2）；使用医用红
外线测温仪（海康威视，DS-2TP31B-3AUF），采
用双人 3 次取平均值法测量患处皮肤温度（图 3）。
使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测量入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评分 [5]。

1.2 药物 1）消炎膏：济南市中医医院外用自制
剂；药物组成：芙蓉叶，天南星，大黄，升麻；批
准文号：鲁药制字 Z01080194。2）多磺酸黏多糖
乳膏（喜辽妥，德国 Mobilat Produktions GmbH），
批准文号：H20100516。
1.3 治疗方法
1.3.1 基础治疗 入组患者给予注射用红花黄色
素（山西华辉凯德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 Z20050594）静脉滴注；合并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者分别给予降压、改善心功能和代谢治疗。
1.3.2 观察组治疗方法 患处皮肤用生理盐水擦
拭，按病变部位面积大小取消炎膏适量，均匀敷
于无菌纱布中央或无菌敷贴敷芯中央，厚度约 2
mm，覆盖于病变皮肤，每 24 小时更换 1 次。
表2
项目
皮肤颜色

肿胀程度

皮肤温度

疼痛程度

症状疗效评分表

临床表现

分值

患肢肤色正常，无发红

0分

患处暗红或淡红色

1分

患肢鲜红范围局限于病变部位

2分

患肢鲜红范围大

3分

患肢无肿胀

0分

患肢肿胀较轻，休息后可消失

1分

患肢肿胀，休息后减轻

2分

患肢肿胀感持续，休息后不减轻，肺胀严重且影响日常活动

3分

患肢皮温正常

0分

患肢皮温无自觉发热，触至略高

1分

患肢皮温自觉发热，触之皮温升高

2分

患肢皮温明显升高

3分

患肢无疼痛感

0分

偶尔出现患肢疼痛感

1分

经常出现患肢疼痛感，但可以忍受

2分

患肢疼痛感持续无任何改善，疼痛不能触摸，难以忍受

3分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GraphPad Prism 8 及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表示，两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前后资料比较采用配
对样本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P 25 , P 75）表示，两组间比较及治疗前后资料比较
应 用 Mann-Whitney U 检 验。 计 数 资 料 以 例（%）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2 检验。P ＜ 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症状积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各维度症状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治疗后，除对照组的肿胀程度与治疗前无差异外，
两组患者的其他症状积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观察组的各
维度症状积分均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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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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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浅静脉内血栓长度

图 2 应用 Photoshop 软件测量炎性面积：①测量 1 cm 2 范围图像像素值；②应用套索工具选择测量部位；
③应用直方图工具测量选中范围的像素值，按比例计算所选区域面积。采用双人 3 次测量法，取平均值

图3

使用医用红外线测温仪采用双人 3 次取平均值法测量患处皮肤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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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皮肤颜色、肿胀程度、皮肤温度及疼痛程度评分比较
皮肤颜色

肿胀程度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Z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Z值

P值

观察组（n =30）

2.00（1.00, 3.00）

1.00（0.00, 2.00）ab

-3.238

0.001

2.00（1.00, 2.00）

1.00（0.00, 2.00）ab

-3.394

0.001

对照组（n =30）

2.00（1.00, 3.00）

2.00（1.00, 2.00）b

-2.751

0.006

2.00（1.00, 3.00）

1.50（1.00, 2.00）

-1.870

0.062

Z值

-0.911

-2.397

-0.445

-2.737

P值

0.363

0.017

0.656

0.006

治疗后

Z值

P值

皮肤温度

疼痛程度

组别
治疗后

Z值

观察组（n =30） 2.00（1.00, 2.25）

1.00（0.00, 2.00）ab

-4.098

<0.001 2.00（1.00, 2.25）

1.00（0.00, 2.00）ab

-3.264

0.001

对照组（n =30） 2.00（1.00, 3.00）

2.00（1.00, 2.00）b

-2.185

0.029

2.00（1.00, 3.00）

1.50（1.00, 2.00）b

-2.559

0.010

治疗前

P值

治疗前

Z值

-0.497

-3.389

-0.998

-2.294

P值

0.619

0.001

0.318

0.022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b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

2.2 两组患者观察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血栓长度、炎性面积、患处皮肤温度及 VAS 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
者血栓长度缩短、炎性面积减小、皮肤温度降低、
VAS 评分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4

观 察 组 血 栓 长 度、 炎 性 面 积、 患 处 皮 肤 温 度 均
小 于 对 照 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后 VAS 评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05），见表 4、5。

两组患者血栓长度及 VAS 评分比较
VAS 评分

血栓长度（cm）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Z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Z值

P值

观察组（n =30）

7.53±2.36

2.56（1.64, 2.95）ab

-4.710

<0.001

3.00（2.00, 3.25）

2.00（1.00, 3.00）b

-3.555

<0.001

对照组（n =30）

7.50±2.36

3.66（3.10, 4.09）b

-4.713

<0.001

3.00（2.00, 4.00）

1.00（1.00, 3.00）b

-4.264

<0.001

Z值

0.052

-4.311

-1.098

-1.061

P值

0.959

<0.001

0.272

0.289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b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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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两组患者炎性面积及患处皮肤温度比较

炎性面积（cm2）

患处皮肤温度（℃）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观察组（n =30）

12.84±5.34

2.68±1.48ab

10.091

<0.001

37.01±0.61

35.94±0.62ab

6.497

<0.001

对照组（n =30）

12.65±5.17

4.42±1.82b

8.565

<0.001

37.19±0.60

36.45±0.82b

4.046

<0.001

t值

0.138

-4.082

-1.189

-2.708

P值

0.891

<0.001

0.239

0.009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b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0.05

3

讨论
STP 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的自限性疾病，
随 着 研 究 的 深 入 和 临 床 资 料 的 积 累， 越 来 越 多
的临床工作者认识到，STP 有很大的几率发展为
DVT 或 PE，导致严重的后果。据统计，有 STP 病
史的患者将来发生 PE 或 DVT 的风险可增加 4~6
倍 [6]。目前，STP 的预防方法多种多样，水胶体
敷料、复方七叶皂苷钠凝胶等外用药物可以降低
STP 的发生率 [7]。作为血栓性疾病的一种，抗凝
是目前治疗 STP 最常用的方法。研究发现，低分
子肝素可以降低 STP 诱发的 PE 或 DVT 的发生率，
抑制 STP 进展，降低 STP 的复发率 [8]。
STP 属祖国医学“恶脉”
“青蛇毒”
“黄鳅痈”
“赤
脉”范畴。《医宗金鉴 · 外科心法要诀》记载本病“生
在小腿肚里侧”，主要临床表现为“疼痛硬肿，……
其色微红”，归肝、脾二经。”侯玉芬教授将 STP
分为湿热和瘀结两型，总结湿热型以患处红、肿、
热、痛为主要特点，治宜清热利湿、活血化瘀 [9]。
STP 是泡沫硬化治疗后常见的并发症 [10]。有学者
认为，STP 的发生是硬化剂治疗后的一种过度炎
症反应，归因于硬化剂对血管内皮的刺激作用 [11]。
泡沫硬化治疗后诱发的 STP 初起表现主要以患处
条索状硬结、沿静脉走向皮肤红肿、触痛为主，
与侯教授所辨之湿热型相符。《素问 • 至真要大论》
记载“内者内治，外者外治”，确立了外治之法。
经皮给药属于外治法范畴。药物可以经过两种途
径穿透皮肤，进入人体而发挥作用。一种是穿透
皮肤屏障，透过角质层的“砖 - 砂浆”结构和表
皮进入真皮层，经由真皮层的毛细血管进入体循
环 [12] ；另一种是药物可以直接经过毛囊和汗腺等

皮肤附属器官吸收，在皮肤局部发挥作用 [13]。基
于上述理论，本研究采用消炎膏外敷多磺酸黏多
糖乳膏对下肢静脉曲张泡沫硬化剂联合手术治疗
后血栓性浅静脉炎进行治疗，均有效果，但消炎
膏在改善皮肤颜色、皮肤温度、肿胀感、疼痛感
等维度积分方面更具优势；且消炎膏在缩短血栓长
度、缩小炎性面积、降低患处皮肤温度等方面优
于多磺酸黏多糖乳膏。
消 炎 膏 由 芙 蓉 叶、 天 南 星、 升 麻 和 大 黄 组
成。芙蓉叶为锦葵科植物木芙蓉的叶，性凉，归
肺、肝经。清 · 黄元御《玉楸药解》记载：
“木芙
蓉，清利消散，善败肿毒，一切疮疡，大有捷效，
涂饮俱善。”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芙蓉叶可有效改
善非特异性炎症红、肿、热、痛等反应 [14]。Wang
等 [15] 通过构建大鼠关节炎模型研究证实，芙蓉
叶提取物能显著降低模型大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白细胞介素 -6
（interleukin-6,IL-6）、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
等炎性因子水平，发挥抗炎作用。天南星以“虎掌”
之名首载于《神农本草经》，
《本草经疏》记载其“从
甘作辛，辛则善散，温则开通……消痈肿”。《仁
斋直指方》记载天南星“为肝脾肺三经之药”。清 · 张
秉成《本草便读》记载天南星“苦辛有毒，散坚
结于脾家”，指出天南星有散结之功。现代药理研
究发现，天南星提取物可以显著改善棉球肉芽肿
模型大鼠的炎性反应，降低其血管通透性 [16]。升
麻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为毛茛科升麻属植物大
三叶升麻、兴安升麻和升麻的根茎。现代药理学
研究发现，升麻 95% 乙醇提取物具有显著的抗炎
作用 [17]。另有研究证实，升麻提取物具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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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能力 [18]。大黄为蓼科植物掌叶大黄、唐古
特大黄或药用大黄的根茎，首载于《神农本草经》，
记载其“下瘀血，血闭，寒……荡涤肠胃，推陈
致新”。吕冠华等 [19] 构建重症急性胰腺炎模型大
鼠研究发现，大黄及其复方可以通过抑制 IL-1、
TNF-α 等炎性因子的表达，促进抗炎因子 IL-10
的表达，发挥抗炎作用。
本研究发现，与喜辽妥相比，消炎膏可显著
改善泡沫硬化治疗后血栓性浅静脉炎患者皮肤颜
色、皮肤温度、肿胀和疼痛程度，并能缩小炎性
面积，缩短血栓长度，表明“清热解毒、消肿止
痛”原则对泡沫硬化治疗导致的 STP 有良好的治
疗效果。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样本量较少，
结果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二是未能统计分析硬化剂
用量等指标，可能遗漏影响结果的部分因素；三是
未能深入探讨消炎膏治疗 STP 的机制。STP 的中
医药治疗方案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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