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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臨床試驗應用養陰益氣活血（NTR）法治療糖尿病合併心臟病（DMC）的研究質量、常用中藥、

臨床療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通過檢索電子資料庫等收集相關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RCTs），採用Jadad計分法評

估納入RCTs的質量，同時統計臨床數據。 結果 (1)30項被納入的RCTs中僅1項評為高質量；(2)使用頻率最高的

NTR中藥分別為麥冬(100%)、黃芪(83%)、丹參(97%)；(3)共計納入2523例患者中1279例為NTR中藥合用西藥治療

組，其療效高於單用西藥對照組，而且未見發生明顯的不良反應。 結論 NTR中藥對DMC有一定的輔助治療意義；

但目前尚缺乏高質量的研究資料進行系統評估。 

[主題詞] 糖尿病合併心臟病；中藥療法；臨床隨機對照試驗；數據分析 

1 前言 

糖尿病的心血管併發症包括冠心病、心肌病、中風、周圍動脈疾病、腎病、視網膜病變和神經病變等。大

量研究資料證實，糖尿病是心臟病的重要危險因素。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指出，糖

尿病可以被認為就是一種心血管疾病。而且糖尿病發展為心臟病，即糖尿病合併心臟病（Diabetic 

cardiomyopathy, DMC），是糖尿病患者常見的致死原因之一。因此，DMC的防治廣泛地受到高度關 

注 [1-3]。 

糖尿病屬於中醫消渴病的範疇；冠心病等心臟病變則屬於中醫「心痛」、「胸痹」的範疇。在祖國醫學文

獻中早有與DMC相關的記載。如著名醫家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指出「消渴重，心中痛」。長期以來，在辨

證論治原則指導下應用中藥治療DMC，已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特別是近年已有不少臨床研究包括隨機對照試

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對養陰益氣活血（NTR）中藥治療DMC進行了觀察。本研究首次

系統檢索相關的臨床研究數據，初步分析了應用NTR法治療DMC的研究質量、常用中藥、臨床療效和安全性。 

2 研究方法 

2.1 納入標準：本研究擬分析臨床應用NTR法治療DMC的RCTs；其它類型的研究資料如非隨機臨床試驗、病

例驗案報告等均不被採納。參與RCTs的患者應符合世界衛生組織有關糖尿病的診斷標準或與其相似的標準[4]，

同時符合診斷缺血性心臟病的相關國際標準或與其相似的標準[5]。治療組的患者須接受口服NTR中藥治療，並根

據病情服用調控血糖、血壓、血脂等西藥；對照組的患者主要接受口服西藥治療，或服用與治療組相同的西藥

以調控血糖、血壓、血脂等。二組患者將分別觀測療效和/或不良反應等指標的變化。 

2.2 資料收集：按檢索策略設立專門的中/英文主題詞系統，對多個電子文獻資料庫包括中國知網學術期刊

數據庫CNKI（包括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等）、中國中醫藥數據庫TCM（包括中醫藥期刊文獻數據庫、疾病診療數據庫等40

餘個數據庫）、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CBM等中文數據庫；以及MEDLINE，EMBASE等英文數據庫進行檢索。檢

索範圍不受研究資料的語種、發表類型及時間限制。採用自擬的資料表對納入的RCTs進行數據提取和電腦化。

主要資料包括試驗設計（如隨機、對照、隨訪等），患者組別（如例數、性別、年齡等），治療措施（如藥物、

劑量、療程等）和觀測指標（如療效指標、不良反應等） [6-8]。 

2.3 質量評價：採用Jadad評分標準評價被納入RCTs的研究質量[8]。 

2.4 中藥分析：對被納入RCTs中報告的中藥種類和使用頻率進行統計分析；若同一中藥在某項研究中出現2



次或2次以上則只被計數一次 [9]。 

2.5 終點比較：對比治療組（口服NTR中藥加西藥）和對照組（口服西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效性指標

包括總有效率、心電圖、超聲心動圖、心絞痛發作次數、心功能分級、立臥位心率差、血糖、血壓、血脂、血

液流變學、中醫症候積分等；安全性指標包括血/尿常規和肝/腎功能等。由兩名研究者獨立進行數據分析，通

過小組討論解決爭議。 

 

3 研究結果 

3.1 研究篩選：共檢出93項相關的RCTs；其中50項為非NTR中藥治療，7項為非口服中藥治療，另外6項因資

料不清晰或分組比較不符合納入標準（如中藥治療與中藥治療相比較）等原因被排除。最終納入30項RCTs [10-39]。

此30項研究資料均發表于中文期刊（見附表）。 

3.2 質量評價：在納入的30項RCTs中，僅1項被評為高質量（3分）；其餘被評為低質量（1-2分）。有10項

RCTs說明了隨機分組方法；2項RCTs採用了單盲法；其餘未提及隨機方法和盲法措施。此外2項RCTs報告了試驗

過程中患者的脫失率，3項RCTs有後期隨訪。 

3.3 中藥分析：在納入的30項RCTs中，使用頻率最高的NTR中藥分別為麥冬（100%）、黃芪（83%）、丹參

（97%）。另報導的常用養陰藥尚有黃精、枸杞子、北沙參、天冬等；常用的益氣藥尚有人參、甘草、太子參、

西洋參、山藥等；常用的植物類活血藥尚有川芎、桃仁、紅花、元胡、牛膝等；而動物類活血藥以水蛭較為常

用。 

3.4 療效比較：30項RCTs共納入2523例患者（1279例屬NTR中藥合用西藥治療組）。在25項RCTs中，治療組

（NTR中藥加調控血糖、血壓、血脂等西藥）的療效優於對照組（調控血糖、血壓、血脂等西藥）；表明NTR中

藥合用西藥的療效優於單用西藥的療效。在另外5項RCTs中，治療組（NTR中藥加調控血糖、血壓、血脂等西藥）

的療效優於對照組（消心痛或依那普利加調控血糖、血壓、血脂等西藥）；提示NTR中藥的療效可能優於消心痛

或依那普利的療效。上述兩組比較的藥效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見附表）。 

3.5 不良反應：在納入的RCTs中，有11項研究對兩組患者發生的不良反應進行了觀察報告。結果未見NTR中

藥治療組出現明顯的不良反應。 

 

4 討論 

臨床研究表明，DMC患者若接受西藥的綜合治療可以降低對介入治療的需求，改善生活質量，減少心梗發生

率，進而提高總的生存率。由於DMC的病變複雜，預後不佳，患者必須系統地進行藥物防治，包括長期服用多種

藥物調控血糖、血壓、血脂、心律等，以及應用抗血小板/抗凝藥物，激素替代治療藥物等；然而目前尚需更多

的研究，證實上述各類西藥及其合併用藥的安全性[1-3]。本文的研究數據初步表明，NTR中藥合用西藥治療組，

其療效高於單用西藥對照組，而且未見發生明顯的不良反應；提示NTR中藥對DMC有一定的輔助治療意義。中藥

與西藥合用治療DMC的臨床價值應該予以重視並值得深入研究。 

中醫對糖尿病的辨證論治歷史悠久。在現存最早的中醫經典醫著《黃帝內經》中已有對糖尿病的描述。幾

千年來，歷代醫家通過長期的醫療實踐和經驗總結，不斷加深了對糖尿病的病因病機、辨證分型、防治調攝等

方面的系統認識。一般認為，糖尿病是以「陰虛為本」的慢性疾病；久病必虛，傷陰耗氣，臨床上常見「氣陰

兩虛」的證型；久病入絡，心脈瘀阻，患者易逐步發展成為以氣陰兩虛為本、心脈瘀阻為標的本虛標實之證。

NTR中藥及其複方的應用體現了中醫對DMC進行辨證論治的原則和方法；因此，具有充分理據和確鑿療效。 

現代藥理研究證實，麥冬、黃芪、丹參等中藥對糖尿病及其心血管併發症具有明顯的治療作用。麥冬有降

血糖的效果；麥冬多糖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緩解糖尿病小鼠的糖尿病症狀，改善糖耐量；麥冬多糖也能有效降低

妊娠糖尿病小鼠的空腹血糖水平，其降糖效果存在劑量依賴性；麥冬多糖還能降低C-反應蛋白的含量，這與其

降血糖作用機制可能有關[40, 41]。黃芪及其多糖等組分能顯著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黃芪對於心肌細胞的能量

代謝和功能活動也具有促進作用，並能改善心肌炎等心肌病變[42]。丹參能降低血糖、血脂、血壓，改善糖尿病

患者紅細胞的變形及聚集，降低血液粘度；同時丹參也是中醫用於臨床防治心腦血管疾病最常用的良藥之一[43]。

顯然，NTR中藥改善機體代謝和保護心血管等多方面的藥理作用，是其防治DMC的藥效基礎。然而中藥複方的綜



合作用並不等於方中單藥作用的簡單疊加；中藥與中藥之間的相互作用，即中藥複方的作用機理尚有待進一步

闡明。 

儘管按臨床證據的分級標準，RCTs可提供1級證據；但本研究納入的30項RCTs中，除一項外其餘均被評為低

質量的RCTs。主要原因是此類RCTs在研究方法中未說明隨機方法、盲法措施和患者的脫失率等；所以，按Jadad

標準獲得的評分不高。事實上，本研究納入的或排除的RCTs中，大部分在研究設計上都存在着明顯不足。這與

開展本病臨床研究的複雜性，如患者病情及程度複雜，影響指標觀測和對比的幹擾因素多等有很大關係。特別

是本病患者往往在研究中須繼續服用多種藥物控制病情，給研究設計和實施帶來很大困難。由於資料不足和異

質性大，本研究未能對納入的RCTs進行薈萃分析（Meta-analysis），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處。 

 

5 結語 

NTR中藥對DMC有一定的輔助治療意義；但目前尚缺乏高質量的研究資料進行系統評估。（本文獲香港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配對項目40-48-095，香港浸會大學項目FRG2/13-14/066和FRG2/14-15/109資助） 

 



 

備註：A：治療組；B：對照組；NTR：養陰益氣活血法；WM：西藥；YN：依那普利；XX：消心痛； NIP：總有效率；

ECG：心電圖；UCG：心臟彩超；ZHJF：中醫症候積分；NYHA：紐約心臟病學會心功能分級；GY：硝酸甘油停減率；XJT：

心絞痛總有效率；XJZ：心絞痛症狀；XGN：心功能分級；YC：異常凝血纖溶狀態；LW：立臥位心率差；RR：站立第30

次與第15次心搏R-R間期比值；XZ：血脂（包括膽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等）；

FBG：空腹血糖；2hPG：餐後兩小時血糖；HbA1c：糖化血紅蛋白；INS：胰島素；IR：胰島素抵抗指數；CDF：心肌酶

譜測定；Hcy：高濃度同型半胱氨酸；MMP-9：基質金屬蛋白酶-9；FIB：纖維蛋白原；APN：脂肪因數；hs-CRP：非特

異性炎性標誌物；NT-proBNP：Ｎ-末端腦鈉肽前體；apoA1：載脂蛋白A1；apoB：載脂蛋白B；Lpa: 脂蛋白a；BSV：

全血粘度；PV：血漿粘度；BNP：腦尿鈉肽；*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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