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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利咽汤在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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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红豆利咽汤治疗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的效果及对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3月至

2016年2月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收治的160例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

组与观察组,每组80例。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放疗与化疗,同时给予常规西药含漱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红

豆利咽汤进行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肿瘤控制率、口腔黏膜炎发生率以及口腔黏膜炎分级情况,比较两组口腔黏膜炎患者

视觉模拟评分(VAS)、中医症候积分、治愈时间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两组患者肿瘤治疗效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且观察组肿瘤局部控制率为92.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8.8%(P<0.05);观察组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发

生率为57.5%,显著低于对照组的77.5%(P<0.05),且两组口腔黏膜炎的分级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治愈时间、VAS疼痛评分、中医症候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急性放射性口腔

黏膜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5%,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2.6%(P<0.05)。结论:红豆利咽汤可有效提高头颈部恶性肿瘤控制

率,增强治疗效果,并可预防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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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APPLICATIONOFREDBEANANDLIYANDECOCTIONINTHETREATMENT
OFHEADANDNECKMALIGNANTTUMORS
MaRui,LiBenshan,GuanJing,ChenSuhong.(DepartmentofOncology,thePeople'sHospitalofJiang-
menCity,Jiangmen52905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clinicaleffectsofredbeanthroat-clearingdecoctioninthetreatmentof
headandneckmalignanttumorscomplicatedwithacuteradiation-inducedmucositis.Methods:160patients
withheadandneckmalignanttumorsinourhospitalfromMarch2015toFebruary2016wererecruitedand
randomlydividedintoanobservationgroupandacontrolgroup,eachwith80cases.Thepatientsinthe
controlgroupweresubjectedtoconventionalradiotherapy,chemotherapy,andgargletreatmentwithcon-
ventionalwesternmedicine,andthose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treatedasthecontrolgroupwiththe
additionofredbeanthroat-clearingdecoction.Thetherapeuticeffectandadverseeventsofbothgroups
wereobserved.Results:Thelocalcontrolratewassignificantlyhigherintheobservationgroupthaninthe
controlgroup(92.50%vs.78.75%;P<0.05).Theincidencerateofmucositisintheobservationgroup
was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57.50%vs.77.50%;P<0.05).Therewasstatisticaldifference
inthegradesofmucositisbetweenthecontrolgroupandtheobservinggroup(P <0.05).Thehealing
time,VASpainscoreandTCMsymptomsscoreofmucositispatients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signifi-
cantlylow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Theincidenceofadverseeventsintheobserva-
tiongroup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6.52%vs.22.58%;P<0.05).Conclu-
sion:Redbeanthroat-clearingdecoctioncouldeffectivelyimprovethecontrolrateofheadandneckcancer,

enhancethecurativeefficacyandpreventacuteradiation-inducedmucositis.
Keywords redbeanthroat-clearingdecoction;head
andneckmalignanttumors;acuteradiation-induced
mucositis;clinical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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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颈部恶性肿瘤为临床上常见的肿瘤之一,确诊时一般

为中晚期,为提高肿瘤局部缓解率,临床上常采用放疗。而

放疗过程中由于毒副作用,常常导致多种并发症,其中放射

性口腔黏膜炎为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后损伤[1]。急

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主要因为放射线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

时对正常细胞存在杀伤作用,引起口腔黏膜充血、糜烂等。

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主要表现为黏膜发红、水肿,出血、触
痛剧烈,进食困难,全身症状则表现为头昏、恶心、乏力、失眠

等症状,导致患者生活质量急剧下降[2]。常规的西药治疗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但是治疗时间较长,患
者疼痛难以控制。红豆具有抗氧化、消除自由基作用,有利

于口腔黏膜的恢复[3]。本研究探讨红豆利咽汤对头颈部恶

性肿瘤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收治的160例头颈部恶性肿瘤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107例,女53例;年龄25~74岁,平均(46.88±5.78)岁。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80例,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

可比性,见表1。

表1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n(%)]

组别 n
性别

男 女

肿瘤类型 肿瘤分期

鼻咽部
淋巴癌 腮腺癌 颊黏膜癌 其他 Ⅰ期 Ⅱ期 Ⅲ期 Ⅳ期

观察组 80 51(63.8) 29(36.2) 11(13.8) 25(31.2) 24(30.0) 20(25.0)12(15.0)31(38.8)26(32.5)11(13.8)

对照组 80 56(70.0) 24(30.0) 15(18.8) 21(26.2) 26(32.5) 18(22.5)15(18.8)28(35.0)28(35.0) 9(11.2)

χ2/t 0.451 0.409 0.362

P 0.502 0.682 0.717

1.2 诊断标准

1.2.1 头颈部恶性肿瘤诊断标准:①头颈部恶性肿瘤病理

学诊断成立;②依据《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4]临床分

期为Ⅰ~Ⅳ期。

1.2.2 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诊断标准:(1)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放射性口腔黏膜炎诊断标准[5],西医诊断标准:①头

颈部放疗中照射剂量20~30Gy;②放疗过程中出现黏膜充

血、水肿、血性分泌物、溃疡并伴有疼痛症状;③病变累及咽

喉,出现吞咽困难以及呼吸障碍;④合并霉菌感染时,脓性分

泌物增加。(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

疗术语症候部分》[6]中医诊断标准:中医辨证:阴虚火旺证,

主症:咽干口苦,口腔溃疡,咽痛,大便干结,小便短赤,干咳

少痰,痰中带血。次症:骨蒸潮热,颧火升红,失眠,夜寐多

梦,心烦易怒,男子遗精,甚则阳强易举,女子梦交。舌脉:舌

质红,带瘀斑,舌苔少,或腻,脉弦细。

1.3 治疗方法

1.3.1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放疗、化疗。(1)放疗:采用陀

螺旋转式钴60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型号:GMX-1,上海

伽玛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常规放射性治疗,肿瘤总剂

量为20~30Gy。(2)化疗:化疗前30min肌注安定痛(上海

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规格:2mL∶5mg,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 H31020895),静脉滴注顺铂(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 H37021356)20mg/m230min,肌注博来霉

素 (浙 江 海 正 药 业 有 限 公 司,批 准 文 号:国 药 准 字

H20055883)30mg,1次/周,持续治疗6周。

1.3.2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给予红豆利咽

汤。放疗、化疗方法同对照组,给予红豆利咽汤进行水煎服,

1剂/d。本院药剂科自制红豆利咽汤组成为红豆杉6g,生地

15g,贝母10g,白芍15g,桔梗10g,白术15g,薄荷10g,麦

冬15g,玄参15g,丹皮10g,茯苓15g,甘草6g。

  对于放、化疗期间出现急性口腔黏膜炎患者,两组均使

用生理盐水500mL、庆大霉素(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规
格:1mL∶20000U,批 准 文 号:国 药 准 字 H20074223)

60000U、地塞米松(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 H44024469)5mg、维生素B6(山西晋新双鹤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规格:1mL∶50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4023236)10mg混合配制成漱口液,3~5次/d。

1.4 病例纳入和排除标准

1.4.1 纳入标准:①符合上述头颈部恶性肿瘤诊断标准;②
预期生存时间>6个月;③具有放疗适应证;④自愿签署知情

同意书,配合治疗者。

1.4.2 排除标准:①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近期内服用过对

口腔黏膜修复有影响的药物;③对研究使用药物过敏;④合

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⑤合并有严重的精神

系统疾病,无法正常沟通交流;⑥同时参与其他研究者。

1.5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肿瘤局部控制率,统计放疗期间两组患者

中出现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比较两组口腔黏膜

炎患者疼痛评分、中医症候积分以及治愈时间,治疗期间同

时观察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6 评定标准

1.6.1 疗效判定标准:参照孙燕等[7]主编的2007版《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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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内科手册》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分为完全

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病变进展(PD)。其中

CR:所有目标病灶和非目标病灶均消失,未出现新病灶,且临

床实验室检查各项肿瘤标志物水平均恢复正常。PR:目标病

灶明显消失,非目标病灶部分缓解或稳定,无新病灶,且临床

实验室检查各项肿瘤标志物水平均显著改善。SD:目标病灶

和非目标病灶均得到有效控制,无新病灶,且临床实验室检

查各项肿瘤标志物水平有所改善。PD:目标病灶和非目标病

灶均呈现进展态势,有新病灶出现,且临床实验室检查各项

肿瘤标志物水平均未改善,甚至加重。肿瘤局部控制率=
(CR+PR+SD)/总例数×100%。

1.6.2 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分级:参照放射治疗肿瘤学

组织量表RTOG[8]:0级:黏膜无反应。1级:口腔黏膜充血。

2级:口腔黏膜散在白膜。3级:口腔黏膜成片状或融合性白

膜,且直径>1.5cm。4级:口腔黏膜出现出血或溃疡现象。

1.6.3 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疼痛评分标准:采用视觉模

拟评分法(VAS)[9]对两组中的口腔黏膜炎患者进行疼痛评

分,分值为0~10分,分值越高,疼痛越严重。中医症候积分

根据中医诊断标准中的症状,主症从1~5分,次症1~3分进

行积分,分值越高,病情越严重。

1.7 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

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两组之间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等
级资料比较采用U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

表示,两组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肿瘤局部控制率的比较

  观察组肿瘤局部控制率为92.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8.8%(P<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发生率为57.5%,显著低

于对照组的77.5%(P<0.05),且两组口腔黏膜炎的分级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肿瘤局部控制率的比较[n(%)]

组别 n CR PR SD PR 肿瘤局部
控制率

观察组 80 23(28.8) 36(45.0) 15(18.8) 6(7.5) 74(92.5)

对照组 80 19(23.8) 24(30.0) 20(25.0) 17(21.2) 63(78.8)

χ2/U 2.286 5.078

P 0.022 0.024

表3 两组患者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口腔黏膜
炎发生率

口腔黏膜炎的分级

0级 1级 2级 3级 4级

观察组 80 46(57.5) 34(42.5) 21(26.2) 14(17.5) 9(11.2) 2(2.5)

对照组 80 62(77.5) 18(22.5) 15(18.8) 24(30.0) 14(17.5) 9(11.2)

χ2/U 6.410 3.528

P 0.011 0.000

2.3 两组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治愈时间、VAS疼痛

评分、中医症候积分的比较

  观察组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治愈时间、VAS疼痛

评分、中医症候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P<0.05),见表4。

2.4 两组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

比较

  观察组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出现消化道溃疡

3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5%;对照组出现消化道溃疡8例,

合并感染6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2.6%,两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3.995,P=0.046)。

表4 两组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治愈时间、VAS疼

痛评分、中医症候积分的比较(췍x±s)

组别 n 治愈时间
(t/d)

中医症候
积分(分)

VAS疼痛
评分(分)

观察组 46 10.23±1.15 56.54±12.34 5.64±1.23
对照组 62 16.54±2.34 78.36±11.45 6.57±1.41
t 18.442 9.368 3.649
P 0.000 0.000 0.000

3 讨 论

  头颈部恶性肿瘤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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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治疗方式为放疗,然而,放疗常常导致多种并发症,其
中,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为其主要并发症。急性放射性口

腔黏膜炎患者主要表现为口腔黏膜充血、溃疡出血,严重者

诱发感染,给患者造成极大痛苦的同时影响放疗进程,延误

放疗最佳时机,从而降低放疗效果[9]。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

炎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放射线的高能辐射,造成组织器官以及

细胞损伤,破坏细胞正常代谢。中医并无急性放射性口腔黏

膜炎病名,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可归属于“口疮”、“口糜”等范

畴。而中医辨证认为该病病机主要为心脾积热,伤津灼液,

导致口腔黏膜失养,引起局部反应[10]。此外,恶性肿瘤患者

机体正虚邪实、瘀毒内结,加之放射线的火毒之邪性,炼津成

痰,虚、火、痰、瘀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11]。故治当以“扶
正祛邪”为原则,以滋阴、消肿、祛瘀、清热为要点。

  临床上治疗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采用的常规西药主

要为内服抗生素以及维生素,但是抗生素的频繁使用视为不

合理用药,易造成口腔菌群失调。而维生素仅仅为辅助用

药,疗效不明显[12]。而红豆利咽汤组方由古方养阴清肺汤转

化而来,其组成为红豆杉、生地、贝母、白芍、桔梗、白术、薄
荷、麦冬、玄参、丹皮、茯苓、甘草。方中红豆杉为主药,性甘,

味苦,归肾、心经,具有补阴退热、益气、扶正气、消肿散结以

及通经活血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认为,红豆杉中主要成

分为紫杉醇,紫杉醇具有较强的抗癌活性,对肿瘤起到抑制

作用。目前,紫杉醇由于抗肿瘤谱较广,对多种耐药肿瘤细

胞株有效,且对放疗有增敏作用,而被广泛用于癌症治疗[13]。

此外,红豆杉中多酚类成分,具有消除自由基和抗氧化作用,

有利于修复口腔黏膜损伤[14]。组方中麦冬性甘,味苦,归心、

肺、胃经,具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之功效。生地滋阴益肾,

玄参清虚火解毒,贝母润肺化痰,白术、茯苓健脾化痰,护脾、

胃,丹皮凉血消肿,桔梗、甘草合用共奏利咽之效,薄荷疏散

上焦风热。全方滋阴解毒,攻邪不伤正,化痰祛瘀,顾护脾、

胃,对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具有良好疗效。有关研究表

明,中药配合放疗可以有效地改善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放疗

损伤,减少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对急性放射性口

腔黏膜炎患者症状以及疼痛情况改善均有明显效果[15]。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本院药

剂科自制红豆利咽汤进行治疗,患者肿瘤局部控制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且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显

著降低(P <0.05),这与相关研究的结果相近。分析其原

因,红豆杉中主要成分紫杉醇具有放疗增敏作用,能提高放

疗效果,同时,对肿瘤起到控制作用。此外,在本研究的结论

中,观察组VAS疼痛评分、中医症候积分以及治愈时间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红豆利咽汤全方滋阴解毒,增
加放疗效果的同时,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伤,增强消肿功效,

因此,有利于减轻患者疼痛,缩短治疗时间。

  综上,红豆利咽汤可有效地提高头颈部恶性肿瘤局部控

制率,减轻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疼痛,增强治疗效果,

缩短治愈时间,减少不良反应,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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