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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 i a b e t i c  p e r i p h e r a l 
neuropathy，DPN）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 ［1］。
笔者用灯盏细辛注射液联合弥可保治疗DPN疗效较好，
总结如下。
1　一般资料

共62例，均为本院住院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两组。治疗组34例，男16例，女18例；年龄
34~78岁，平均（58.6±5.2）岁；糖尿病病程2.5~14
年，平均（5.6±3.2）年；DPN病程6~110个月，平
均（63.7±11.4）个月。对照组28例，男13例，女15
例；年龄36~75岁，平均（54.6±6.5）岁；糖尿病病程
1.8~13年，平均（7.8±3.6）年；DPN病程5~108个月，
平均（65.4±9.8）个月。两组性别、年龄、病程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符合1999年WHO的糖尿病诊断标准［2］。
2　治疗方法

两组均进行糖尿病教育，降糖治疗和饮食控制与
治疗前保持不变，每周监测血糖2次空腹及餐后血糖，
将空腹血糖控制在4.4~6.1mmol/L，餐后2h血糖控制在
5.4~9.0mmol/L范围内。

治疗组给予灯盏细辛注射液（云南生物谷灯盏花药
业有限公司）40mL加入生理盐水250mL静滴，1日1次，
同时用弥可保500μg口服，1日3次。

对照组单用弥可保500μg口服，1日3次。
两组均治疗3周为一疗程，连续观察2个疗程。

3　观察项目
治疗前后观察神经反射（肱二头肌、膝腱反射）情

况，并逐项询问症状轻重并作记录。测定运动、感觉神
经传导速度。测定主侧肢体的正中神经、腓总神经的运
动传导速度（MNCV）和感觉传导速度（SNCV），并观
察药物不良反应。
4　疗效标准

显效：症状消失，腱反射基本恢复正常，NCV较治
疗前增加大于5 m/s或恢复正常。有效：症状减轻，腱反
射好转，NCV较治疗前增加1~5 m/s。无效：症状及腱反
射无改善，NCV无变化。

用PEMS 3.1医学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
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5　治疗结果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4 19（55.9） 11（32.3） 4（11.8） （88.2）△

对照组 28 7（25.0） 10（35.7） 11（39.3） （60.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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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灯盏细辛注射液联合弥可保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的疗效。方法：62例随机

分为两组，两组均行基础治疗，治疗组34例用灯盏细辛注射液及弥可保治疗，对照组28例单用弥可保治疗。结果：总

有效率治疗组88.2%、对照组60.7%，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神经传导速度改善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1）。结论：灯盏细辛注射液联合弥可保能够减轻症状，改善神经传导速度，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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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神经传导速度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MNCV和SNCV比较　（m/s，x±s）

组别 n MNCV SNCV
正中神经 腓总神经 正中神经 腓总神经

治疗组 34
治疗前 43.2±3.6 36.1±2.6 36.3±3.2 30.3±2.6
治疗后 50.3±4.3**△△ 40.2±3.3**△△ 39.8±3.8**△△ 34.2±2.8**△△

对照组 28
治疗前 43.8±3.8 36.6±2.5 35.5±3.1 30.6±2.4
治疗后 45.2±4.2 37.4±2.8 37.1±3.6 32.1±2.5*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1。
6　讨　论 

DPN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多认为是在糖
代谢紊乱的基础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长期高
血糖状态下细胞内山梨醇增多、肌醇减少、糖化蛋白产
物增多导致神经细胞结构和功能损伤。微血管病变和血
液动力学异常，尤其是血液的高凝状态而造成的神经组
织缺氧、神经营养因子缺乏等加重神经功能损害。其主
要病理变化是轴突萎缩变性，甚至消失，髓鞘节段性或
弥散性皱缩或脱髓鞘 ［4］。

灯盏细辛注射液是在菊科短葶飞蓬植物灯盏花中提

取的，其有效成分为总黄酮。药理研究表明，灯盏细辛
注射液主要有抗氧化、保护神经元、清除自由基、拮抗
血小板活化因子等药理作用［5］。

观察表明，灯盏细辛注射液与联合弥可保治疗DPN
改善症状、体征和神经传导速度等有较好疗效，优于单
用弥可保。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作用机理可能是减少红
细胞、血小板、纤维素和白细胞在受伤的小血管内壁中
聚集，使红细胞压积、全血比黏度低切部分、全血还原
比黏度低切部分和血浆黏度指数显著降低，清除自由
基，纠正神经组织的缺血、缺氧状态，从而促进病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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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神经组织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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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联合中药浸泡治疗糖
尿病伴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共60例，均为本院内分泌科2012年1月至2013年1
月住院患者。男35例、女25例；年龄41～76岁、平均
（64.3±2.4）岁；糖尿病病史7～16年，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病史1～10年。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例，
两组性别、年龄、病史、空腹血糖水平等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
指南》（2010年）诊断标准［1］。①有明确的糖尿病病
史。②在诊断糖尿病时或之后出现的神经病变。③临床
症状和体征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表现相符。④以下
5项检查中如果有2项或2项以上异常即针刺痛觉异常及
压力觉异常，振动觉异常，踝反射异常，神经传导速度
有２项或２项以上减慢。

排除标准：①有中毒性末梢神经炎，感染性多发神
经炎，脊髓侧索硬化症，脑血管疾病，认知障碍，腰椎疾
病，系统性红斑狼疮，慢性酒精中毒，尿毒症；②合并外
伤、感染等各种应激状态。③治疗依从性差；④妊娠期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⑤严重心、肺、肝、肾损害。
2　治疗方法

两组均予糖尿病相关知识教育、饮食控制、运动
治疗，并用药物（胰岛素和口服降糖药）控制血糖。
血糖控制目标为空腹血糖4.4～7.0mmol/L，餐后2h血糖
6.0～10.0mmol/L。用生理盐水250mL、血塞通400mg静滴，
每天1次。生理盐水250mL、硫辛酸300mg静滴，每天1次。

治疗组加用足疗1号方。桂枝20g，生麻黄20g，制
川乌30g，制草乌30g，大枫子20g，土茯苓30g，丹参
30g，苍术30g，川芎30g，祖师麻30g，威灵仙30g。水

煎250mL，兑入1000mL温开水中，将足浴器温度调整到
40℃，双下肢浸泡30min，每天1次。

两组均治疗2周后统计疗效。
3　观察指标

观 察 胫 神 经 、 腓 总 神 经 运 动 神 经 传 导 速 度
（MNCV）、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NCV）变化，临床症
状、体征。

用SPSS12.0for Windows软件进行分析和统计处理，计
量资料用（x±s）表示、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4　疗效标准［2］

显效：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明显缓解，痛温觉、
腱反射基本恢复正常，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较治疗前增
加5m/s以上或恢复正常。有效：肢体麻木、疼痛症状减
轻，痛温觉、腱反射较前好转，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较
治疗前增加小于5m/s。无效：症状无改善，痛温觉及腱
反射无变化，神经传导速度无变化。
5　治疗结果

治 疗 组 显 效 1 6 例 （ 5 3 . 3 3 % ） ， 有 效 1 1 例
（46.67%），无效3例（10.0%），总有效率90.0%。对
照组显效10例（33.33%），有效11例（46.67%），无效
9例（30.00%），总有效率70.0%。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感觉及运动神经传导速度见表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感觉及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比较　（x±s）

组别 n 时间
MNCV SNCV

胫前神经 腓神经 胫前神经 腓神经

治疗组 30
治疗前 36.9±1.9 38.9±7.3 39.9±2.4 42.2±9.1

治疗后   46.8±1.6*△   44.7±5.5*△   48.7±3.1*△   52.4±2.4*△

对照组 30
治疗前 37.4±2.3 37.0±4.1 40.2±4.2 41.9±2.3

治疗后  40.8±3.9*  41.3±6.7*  46.0±1.4*  49.1±4.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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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疗效。方法：6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

例。两组均在糖尿病治疗基础上予以生理盐水加血塞通静滴，生理盐水250mL加硫辛酸静滴，治疗组加用联合中药浸

泡治疗。结果：总有效率治疗组90%、对照组7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糖尿病常规治

疗的基础上用中药浸泡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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