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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氯沙坦钾联合益肾化湿颗粒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疗效遥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袁并给予随机分组袁对照组 30 例袁给予单纯氯

沙坦钾治疗曰干预组 30 例袁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益肾化湿颗粒治疗袁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肾功能指标渊24 h 尿

蛋白尧血肌酐尧血钾指标冤尧炎症因子指标渊IL-13尧CRP尧TNF-琢冤及临床治疗效果进行综合评价遥 结果 两组间 24 h
尿蛋白尧血肌酐及血钾指标比较袁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治疗后干预组明显改善袁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P<0.05冤曰两组患者 IL-13尧CRP尧TNF-琢 水平经过治疗均降低袁低于治疗前袁干预组治疗后各项炎症因子水

平较对照组低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干预组治疗后有 28 例患者显示有效袁占 93.3%袁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0.0%袁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采用氯沙坦钾联合益肾化湿颗粒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袁能够促
进患者肾功能改善尧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尧安全性高尧疗效优于单纯氯沙坦钾治疗袁值得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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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osartan Potassium combined with Yishen Huashi granule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3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imple losartan potassium.30 cases in the inter鄄

vention group were given Yishen Huashi granules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renal function indexes

渊24 h urine protein,serum creatinine,serum potassium),inflammatory factors indexes 渊IL-13,CRP,TNF-琢) and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24 h urine protein,serum creatinine,and serum potassium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The intervention
group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袁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levels of IL-13, CRP, and TNF-琢 in the two groups were reduced after treatment,which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The levels of various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鄄
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After treatment,28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showed effectiveness,accounted for 93.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0.0% in the con鄄

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Losartan potassium
combined with Yishen Huashi granule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can improve the renal function of

patients,reduce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s,and has high safety.Losartan potassium combined with Yishen Huashi
granules has a better curative effect than Losartan potassium alone,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Losartan potassium曰Yishen Huashi granules曰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曰Renal function

作为临床中一种极为常见的慢性炎性反应性疾

性肾小球肾炎在各个年龄段均有发生的可能袁中青年

病袁慢性肾小球肾炎主要是指多种病因引起的双侧肾

群体是高发群体袁病情不稳定尧时重时轻袁若治疗不及

小球局灶性或弥漫性炎性改变现象袁 该疾病起病隐

时袁甚至会发展成为慢性肾功能衰竭袁严重威胁着患

匿袁病程进展缓慢 袁患者多表现为血尿尧蛋白尿等遥 慢
[1]

者的生命安全遥 慢性肾小球肾炎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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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与高血压尧蛋白尿以及肾实质慢性无菌性炎症有
关遥 氯沙坦是临床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常见药物袁
其作为一种血管紧张素域受体阻滞剂袁能够对肾功能
起到保护作用袁有效降压尧降低尿蛋白袁但长时间应用
也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反应的发生袁效果不甚理想遥 近年
来袁中医在慢性肾小球肾炎治疗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袁
认为其病机为外邪入侵尧脏腑虚损袁治疗强调升阳补

药准字 Z20090250袁规格院10 g伊9 袋/盒冤治疗袁3 次/d袁
1 袋/次袁用开水冲服遥 两组均治疗 2 个月遥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均对患者 24 h 尿蛋白尧血肌酐等肾功

能指标以及 IL-13尧CRP尧TNF-琢 炎症因子水平进行检
测袁按照疗效标准评估治疗效果遥 淤将患者治疗后临
床症状消失尧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尧肾功能恢复正常记

脾尧益肾化湿遥 此次研究在慢性肾小球肾炎治疗中引入

为显效曰将经过治疗患者症状得以改善尧肾功能及相

中西医结合疗法渊益肾化湿颗粒+氯沙坦钾冤袁为探究其

关指标改善记为有效曰患者接受治疗后症状无变化或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收治患者袁现报道如下遥

10 mL袁放置 24 h袁采用邻苯三酚红及钼酸比色法检

有效性袁收集慢性肾小球肾炎病例 60 例袁均为 2017 年

加重记为无效 [3]曰于于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集患者尿液
测 24 h 尿蛋白指标曰清晨空腹采集患者静脉血 5 mL袁
按照 3000 r/min 离心速率实施离心处理袁提取血清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接受治疗的 60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袁随机分为干预

组与对照组袁每组 30 例遥 干预组院男 18 例袁女 12 例袁
年龄最小为 31 岁袁最大为 69 岁袁平均渊51.5依6.6冤岁袁

病程最短为 2 年袁最长为 16 年袁平均渊7.2依3.2冤年曰对
照组院男 17 例袁女 13 例袁年龄最小为 32 岁袁最大为
68 岁袁平均渊51.1依6.5冤岁袁病程最短 1 年袁最长 17 年袁

平均渊7.3依3.1冤年遥 纳入标准院淤所有患者经诊断及检
查均确诊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曰于患者临床资料及病
[2]

史尧检查记录等资料完善袁检查前均告知患者袁患者已

血肌酐尧血钾指标采用氧化酶法检测遥 所用仪器为九
强生物 G92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渊济南童鑫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冤曰盂IL-13 水平尧TNF-琢 采用双抗夹心酶
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袁试剂盒购自上海中信亚特斯诊断

试剂有限公司遥 CRP 指标采用胶金体法检测袁试剂盒
购自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遥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袁计

量资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曰计数资

料采用[n渊豫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了解且同意加入研究袁签订知情同意书袁符合医学伦

理学要求曰盂伴随水肿尧高血压等症状超过 3 个月遥 排

2 结果

除标准院淤经诊断合并心肝肾疾病或严重器质性病变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24 h 尿蛋白尧血肌酐及血钾指

患者曰于神志不清或精神障碍患者曰盂合并感染及其

标比较

他全身性疾病患者曰榆3 个月内接受过糖皮质激素类
药物治疗曰虞妊娠及哺乳期妇女遥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抗感染尧保肾尧酸碱平衡等
基础治疗遥 对照组院给予单纯氯沙坦钾渊杭州默沙东制

治疗前袁两组 24 h 尿蛋白尧血肌酐尧血钾指标差

异不大袁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治疗后袁干预组 24 h

尿蛋白尧血肌酐等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袁有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两组患者炎症因子水平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IL-13尧CRP尧TNF-琢 水平均降

药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J20120045袁产品规格院50 mg伊7 s

低袁低于治疗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两组间

础上加用益肾化湿颗粒渊广州康臣药业有限公司袁国

同方式治疗袁干预组较对照组改善更为明显袁差异有

渊科素亚冤治疗袁50 mg/次袁1 次/d遥 干预组院在对照组基

与治疗前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经过不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24 h 尿蛋白尧血肌酐及血钾指标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n

干预组

30

对照组
t值

30

P值
注院与治疗前比较袁*P约0.05

56

24 h 尿蛋白渊g冤

治疗前

1.96依0.36
1.93依0.43
0.275

>0.05

治疗后

1.27依0.43*
1.57依0.52*
8.470

<0.05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9 No. 30 October 2021

血肌酐渊滋mol/L冤
治疗前

78.32依17.62
78.94依18.1
1.282

>0.05

治疗后

90.36依17.63*
81.33依15.35*
9.372

<0.05

血钾渊mmol/L冤
治疗前

4.14依0.34
4.17依0.32
0.679

>0.05

治疗后

4.06依0.37*
4.14依0.44*
5.39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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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炎症因子水平变化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n

干预组

30
30

对照组
t值

IL-13渊ng/L冤

治疗前

16.64依4.24
16.56依4.12
0.381

>0.05

P值
注院与治疗前比较袁*P约0.05

治疗后

10.19依3.11

*

14.20依3.12
7.784

*

<0.05

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显效分别为 22 例尧

16 例袁有效分别为 6 例尧5 例袁干预组治疗总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表 3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n渊%冤]
n

干预组
对照组
字 值
2

30
30

显效

有效

22渊73.33冤 6渊20.00冤

无效

TNF-琢渊ng/L冤

治疗后

15.20依3.35

4.58依1.02

1.103

11.125

15.48依3.11
>0.05

*

8.48依1.24

*

<0.05

治疗前

18.27依4.67
18.31依4.51
0.386

>0.05

治疗后

10.28依1.23*
13.58依1.22*
6.753

<0.05

2渊6.67冤

16渊53.33冤 5渊16.67冤 9渊30.00冤

等袁中医认为其归属为野微型癥瘕冶范畴袁在治疗时重

在活血化瘀袁若患者合并系膜增生袁伴随细胞基质增
多等袁需要增加清热解毒类药物治疗袁以降低炎症细
胞因子对肾脏功能的损伤遥 然而基于肾脏疾病的复杂
性袁单纯通过中药治疗缓解慢袁而且效果有限袁因此袁
在中医治疗的同时需要辅之以必要的西医治疗袁以实

总有效渊%冤
28渊93.33冤
21渊70.00冤
9.382

<0.05

P值

CRP渊ng/L冤

快患者临床症状缓解[12-13]遥 针对肾小球硬化尧球囊粘连

2.3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组别

治疗前

3 讨论

全球目前有超过 8.5 亿人正在因为各种原因罹

患着肾脏疾病曰每年因慢性肾病死去的人数超 240 万袁
在中国袁每 10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例慢性肾病患者[4-6]遥

早期肾脏病主要表现为蛋白尿尧血尿尧高血压等遥 早期
肾脏病如果病情没有得到控制袁就会发展到中期袁表现
为血肌酐升高袁血肌酐升高就意味着肾功能下降遥 如
果病情仍然得不到控制袁就会发展到晚期袁血肌酐明
显升高袁水肿加重袁甚至出现心衰曰贫血尧低钙尧高磷尧
骨质疏松袁个别患者反复骨折曰胃肠道症状院恶心尧呕

吐尧没有食欲[7-8]曰皮肤干燥尧脱屑尧瘙痒等遥临床研究报
道袁慢性肾小球肾炎病因机制复杂多样袁病程持续时

间长袁其多是由急性炎性反应发展而来袁早期无明显
的症状表现袁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期袁严重威胁着患
者的生命安全遥
作为一种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袁氯沙坦钾能够

起到降压尧降低肾损害的作用[4]袁然而单纯的西医治疗

现优势互补[14]尧强化治疗效果遥 需要注意的是慢性肾

小球肾炎是一个终身性疾病袁需要终身管理袁包括饮
食控制袁生活规律袁定期复查袁长期用药袁将血压尧蛋白
尿长期控制达标袁根据指标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袁

不乱用药等[15]遥 尿液中出现蛋白称为蛋白尿袁也称为
尿蛋白袁正常尿中含有少量的蛋白袁一般不易检测出

或给予忽略袁但是当尿中蛋白增加袁尿常规检查可以
测出时即为蛋白尿遥 蛋白尿是肾脏病的常见表现之一袁
全身性疾病亦可出现蛋白尿遥 慢性肾病患者因为肾脏
组织损伤的原因袁所以多数患者在早期出现尿蛋白症
状 [16]遥 从本次研究结果看干预组患者经过治疗后其

24 h 尿蛋白尧血肌酐等相关指标得到明显改善袁改善
幅度大于对照组遥 IL-13尧TNF-琢 是促炎因子袁其对急

性炎症及慢性炎症有重要的提示作用袁且参与了肾慢
性炎症过程遥 作为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袁CRP 在炎症
损伤以及慢性炎症中呈现出明显的高表达遥 此次研究
干预组患者治疗后 IL-13尧TNF-琢 及 CRP 指标均显著
降低袁低于治疗前袁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袁体现出该治疗方式对患者炎症因子水平的

改善作用袁总有效率为 93.3%袁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体现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

越性遥 目前对慢性肾炎在治疗上袁各法往往是综合应

多伴随低血压尧头晕等不良反应袁疗效达不到预期遥 目

用袁如活血化瘀与清热解毒同用袁健脾固肾与温补肾

前袁中医在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袁中

阳或滋养肾阴同用袁滋养肾阴与清热利湿同用等遥 在

医学认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属于野水肿冶野腰痛冶范畴[9-11]袁

在治疗方面应以补脾益肾为主遥 益肾化湿颗粒中含有

后续研究应加大样本袁以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
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疗效遥

人参尧白术尧黄芪尧茯苓等多种中草药物袁能够起到升

综上所述袁针对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在氯沙坦钾

阳补脾尧益肾化湿的作用袁促进水肿症状缓解袁与此同

治疗基础上引入益肾化湿颗粒中医治疗袁是改善患者

时还能够缓解疲倦乏力尧畏寒肢冷等症状袁达到阴阳

临床症状尧提升患者肾功能的有效方案袁其能够强化

调和尧消肿利尿的目的[5]袁对患者的肾功能恢复有着显

著的疗效遥 两种药物联合应用袁能够起到协同作用袁加

治疗效果尧安全性高袁可予以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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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袁可作为一种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有
效的方法在临床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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