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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易层贴敷疗法是江苏省中医院全国著名骨伤科专

家诸方受教授在继承传统中医贴敷疗法基础上， 研制

出的一种新的中医外治法技术［1］。 笔者应用易层贴敷

疗法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疗效满意。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参照文献［2-4］拟定。 西医诊断：有明

显的扭伤史， 伤后疼痛剧烈、 局部出现不同程度的肿

胀、瘀斑、关节活动功能障碍；伤处压痛明显，可出现局

部青紫瘀血斑，严重者可出现皮下血肿，波动征阳性；
损伤 2 周以后，瘀肿大部消退、瘀斑变为黄褐色、疼痛

渐消、功能大部分恢复或轻度障碍；少数损伤较重的患

者局部仍有肿胀或硬结，隐隐作痛、关节活动受限；X
线检查排除骨折、脱位及骨病等。中医辨证分为：（1）气

滞血瘀：主症为因外伤或劳损而发病，多发生于损伤早

期，局部肿胀、刺痛，痛有定处，出现青紫瘀血斑（或有

较大血肿），关节活动受限。次症为舌质紫暗或有瘀斑，
脉弦涩。 （2）血虚寒凝：主症为损伤后期或者慢性软组

织损伤，以局部疼痛为主，轻度肿胀及压痛，如在关节

附近则影响关节的活动。次症为筋络拘急，疼痛遇寒湿

加重，舌质淡红，脉沉细无力。
1.2 临床资料 选取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12 月苏

州市中医医院骨伤科门、急诊急性踝关节扭伤患者 80
例。 排除肌腱、韧带断裂，需行修补术者；合并有骨折、
脱位、重要血管、神经损伤者；治疗部位有皮肤破损或

皮肤病者；合并肝、肾、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

发性疾病及精神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期、月经期妇女；
过敏体质或对组成药物已知成分过敏者。 随机分为两

组。 治疗组 42 例，男性 18 例，女性 24 例；年龄 19～68
岁，平均 35.80 岁。 对照组 38 例，男性 23 例，女性 15
例；年龄 20～67 岁，平均 39.10 岁。 两组资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
1.3 治疗方法 易层贴敷疗法药物包括三色敷药和

三黄油膏， 均为江苏省中医院院内制剂。 三色敷药组

方：蔓荆子、紫荆皮、当归、木瓜、丹参、赤芍、白芷、片姜

黄、独活、羌活、天花粉、川牛膝、威灵仙、防己、防风、马

钱子、五加皮、川芎、秦艽、连翘、甘草。上药研末按一定

比例混匀，用饴糖适量调和成糊状，备用。 三黄油膏组

方：大黄、黄芩、黄柏、东丹、滑石粉。药物按一定比例研

末混匀，调入适量凡士林中而成糊状，备用。 治疗组辨

证予易层贴敷治疗， 血虚寒凝证单纯使用三色敷药摊

涂于摺叠多层的桑皮纸上，厚约 0.5 cm，范围 大 于 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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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创面边缘2 cm 以上， 其上覆盖一层半透明桑皮纸。
贴敷前清洁患处皮肤，直接敷于无创口的伤处，以纱布

绷带包扎固定。气滞血瘀证在三色敷药（贴敷方法同血

虚寒凝证） 的基础上再摊一薄层三黄油膏， 厚约 0.1
cm，范围大小局限于皮肤瘀伤部分。 分别于筛查当天、
用药后 1、2、3 及 6 d 换药 1 次。采用随证易层法。针对

产生的证型变化而动态调整贴敷操作治疗， 以求自始

至终药证相符， 即血虚寒凝证若在治疗过程出现气滞

血瘀证候，则于三色敷药加三黄油膏；气滞血瘀证在治

疗过程中出现血虚寒凝证候，则单予三色敷药贴敷。对

照组采用 RICE 疗法， 即损伤 24 h 内用弹性绷带患踝

加压包扎，注意松紧适度，损伤 24 h 以上者不需加压

包扎，充分休息，患踝用冰袋（普通医用降温冰袋外裹

厚毛巾）冰敷，每次冷敷 30 min，每日 3 次，并予弹力绑

带加压包扎患踝，抬高患肢。 7 d 后评效。
1.4 疗效标准 （1）踝关节功能评分［4］。 临床治愈：临

床症状、 阳性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 证候积分减少≥
95%，关节活动正常。 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
证 候 积 分 减 少≥70%，＜95%， 关 节 活 动 不 受 限。 有

效：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30% ，
＜70%。无效：临床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
证候积分减少<30%，关节活动无变化。 （2）踝关节疼痛

评估采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的视觉模

拟评分法（VAS）。 分别于筛查当天、治疗后 1、2、3 及 6 d
评估疗效指标。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3.0 软件包进行处理，组

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 42 例， 临床治愈 10
例，显效22 例，有效 9 例，无效 1 例，愈显率 76.19%，
总有效率 97.62%；对照组 38 例，临床治愈 2 例，显效

16 例，有效 14 例，无效 6 例，愈显率 47.37%，总有效

率 84.21%。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 < 0.01）。
2.2 两组治疗各阶段 VAS 评分比较 见表 1。 两组治

疗后 2、3、6 d VAS 评分均明显改善（P < 0.05）。 治疗组

改善优于对照组（P < 0.05 或 0.01）。

3 讨 论

中西医对于急性软组织损伤持不同观点。 踝关节

扭伤属于西医急性软组织损伤，组织受伤后，局部有细

胞失活、出血，引起无菌性炎症，血管通透性增高，血浆

蛋白等组织液渗入组织间隙，造成局部疼痛、肿胀、青

紫等临床表现［5］。 在扭伤早期采用冷处理，使局部损伤

的小血管收缩，减少局部微小血管出血；减轻局部炎症

反应，减少组织液渗出，达到消肿止痛作用。 中医学认

为软组织损伤为“伤筋”，急性伤筋病机是筋肉损伤，气

滞血瘀，而致局部青紫、肿痛，关节屈伸不利，治疗原则

是理气活血化瘀，理气通络。
中医药外用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具有悠久的历

史，并且治疗效果值得肯定。 药物外敷操作简单易行，
有效成分经过皮肤直接吸收，直达病所，促进功能恢复

而达到快速治愈的目的， 同时可以避免口服药物引起

胃肠道副反应的弊端。 易层贴敷疗法的理念充分体现

了中医“辨证论证”的核心思想。 在强调辨证施治的前

提下，灵活调整治疗方法随证易层，弥补了既往一贴药

物用到底，不辨寒热的不足。
三色敷药方中重用蔓荆子、紫荆皮。 蔓荆子味苦、

辛、甘，气温、微寒，主筋骨寒热，湿痹拘挛。 紫荆皮苦

平，善于活血消肿，又能解毒。用于治疗损伤，活血消肿

又解瘀毒，颇为得当。 方中川芎、当归、丹参、姜黄、牛

膝、赤芍活血化瘀；羌活、独活、防风、威灵仙、防己、秦

艽、木瓜、五加皮祛风通络共为臣药。天花粉、连翘能散

血热、消肿毒、马钱子通络止痛，消肿散结为佐药。辅以

甘草为使药，缓和诸药药性。诸药合用，共奏活血祛瘀、
行气消肿止痛、祛风胜湿、舒筋通络之功。 三黄油膏则

以大黄、黄芩、黄柏为基础，以清热消肿、化湿止痛为

要，辅以东丹、滑石粉调匀于凡士林中，起清凉滑润之

功。 二者并用，治有先后，力有轻重，互助药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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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各阶段 VAS 评分比较（分，x±s）

组 别 n

治疗组 42 4.60±1.40*△ 2.50±1.90*△ 0.70±1.20*▲

对照组 38 5.30±0.80* 3.70±2.30* 2.10±0.70*

治疗前

7.30±1.60 6.00±0.80

6.80±1.50 6.50±1.30

2 d 3 d 6 d

治疗后

1 d

与 本 组 治 疗 前 比 较，*P ＜ 0.05；与 对 照 组 同 时 段 比 较 ，△P ＜ 0.05，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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