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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從流行病學、病因病機、中醫藥治療、療效評價等方面總結了中醫藥防治糖尿病微

血管病變臨床研究的現狀，充分肯定了中醫藥在糖尿病微血管病變防治中的療效優勢，指出了研

究當中存在着諸如缺乏統一規範的證候標準、臨床研究設計不夠科學規範、療效評價體系不夠完

善等問題，提出了「早期、綜合」的中醫藥防治觀念和治療方法，為進一步發揮中醫藥特色和優

勢，提高臨床療效提供參考。 

 

[關鍵詞] 微血管病變；臨床研究；中醫藥；綜述 

糖尿病微血管病變是糖尿病最常見的慢性併發症之一，也是糖尿病致殘致死的重要原因，

主要包括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和糖尿病腎病（DN），其發病率隨着糖尿病發病率的不斷升

高而提昇，嚴重影響着人類的生存質量和壽命，是醫學界所面臨的亟需解決的重大課題之一。現

代醫學研究認為非酶性糖基化終末產物形成、氧化應激反應、血流動力學因素、細胞信號通路異

常、相關細胞因子等在糖尿病微血管病變發病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對其具體機制尚不明確，仍不

能有效阻止其發生、發展。多年來，中醫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與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顯示

了中醫藥在防治該病領域的優勢。本文對此進行了綜述，並對存在的問題及可能的發展方向進行

討論。 

 

1 流行病學資料 

有資料顯示，2010年我國糖尿病患者已達9240萬，居全球之首[1]。國內調查顯示，病程＜5

年者，DR患病率為19.4％，5~10年者為38.8％，10~15年者為63.3％，15年以上者為78.0％[2]。

9年間DR的發病率為39.6％[3]。I型糖尿病患者DN的患病率為7％，是首要的致死致殘原因，2

型糖尿病進展為DN的危險性高於I型糖尿病 [4]。歐美國家I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發病10年後

發展成為DN的概率為30％，2型患者在糖尿病發病25年後發展成為DN的概率為20％-40％[5]。這

表明，DR、DN的等糖尿病微血管病變已成為目前醫學界所面臨的一項日益嚴峻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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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醫藥對DR、DN的臨床研究現狀 

2.1 病因病機 

DR、DN為現代醫學名詞，據其臨床表現，DR歸屬於中醫學「視瞻昏渺」、「雲霧移睛」、

「血灌瞳神」、「暴盲」等範疇，DN歸屬於「腎消」、「水腫」、「下消」、「消腎」等範疇。

糖尿病屬中醫學「消渴」範疇，病機特徵為陰虛燥熱，陰虛為本，燥熱為標，且兩者互為因果，

素體陰虛、飲食失節、情志失調、勞欲過度等是其重要的發病原因[6]，也是DR、DN的發病基礎。

在糖尿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其病機呈現出由陰虛燥熱→氣陰兩虛→陰陽兩虛的轉化規律[6]，而

DR、DN等各種併發症也正是伴隨着這一病機轉化同時或先後出現。目前，對於DR、DN的病機

認識雖不盡相同，但「本虛標實，虛實夾雜」這一病機特點已成為學術界共識。 

《靈樞‧大惑論》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素問‧五臟生成論》曰：

「肝受血而能視」，故目的視覺功能仰賴臟腑精血的功能。明《秘傳證治要訣及類方‧大小腑門‧

三消》曰「三消久之，精血既虧，或目無所見，手足偏廢。」，指出了精血虧損是DR致盲的主

要病機。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今人提出痰瘀等標實致病的觀點，認為本病乃由久虛而生痰濁、

瘀血等標實，本虛標實共同致病，本虛為臟腑氣血陰陽的虧虛，標實即為瘀血、痰濁等[7]。 

關於DN，根據其尿濁、多尿、少尿、水腫等的臨床表現，可以高度概括為中醫「水」病。

《素問‧至真要大》云：「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腎為主水之臟，故《諸病源候論》云：「水

病無不由脾腎虛所為，脾腎虛則水妄行，盈溢皮膚而全身腫滿。」認為本病主由脾腎虧虛引起。

現今的研究多數觀點認為，DN早期病變多以氣陰兩虛為主，中期則陰損及陽，脾腎陽虛，晚期

五臟虛衰，痰濕瘀濁內停。其中脾腎兩虛為DN病機的關鍵[8]，同時肯定了邪實中瘀血致病的主

要地位，認為瘀血不僅是DN的主要病理基礎，而且貫穿DN的始終[8]。 

2.2 中醫藥治療 

2.2.1 辨證論治 

 辨證論治是中醫理論的精華所在，在對DR的辨證治療上，既有傳統的分型辨治法[7，9]，又

有分期辨治法[7，9]，也有分期結合分型辨治法[7]。傳統的分型辨治諸如陰虛火旺型、氣陰兩虛型、

陰陽兩虛型、肝腎陰虛型、及伴有瘀血阻絡型、痰瘀互阻型等，以氣血陰陽及臟腑辨證為主。如

谷啟全[10]分為糖尿病眼底病變早、中、後三期，張宏[11]分為單純型和增值型。分期結合分型辨

治法如李志英等[12]研究顯示DR單純期（I、II期）全部屬氣陰兩虛證，增殖前期（III期）亦以氣

陰兩虛證為主，佔81.25％；增殖期（IV~VI期）血瘀氣滯證、陰陽兩虛證佔的比例較大，分別是

50.63％、31.64％。對於DN的辨證治療，與DR大同小異。多數傳統路線中醫仍然遵循傳統的臟

腑氣血陰陽辨證法進行辨治。近年，有學者[13]將DN分為早期、臨床期進行證候研究，發現DN

病機從早期到臨床期呈現氣陰兩虛發展向陰陽兩虛的趨勢，血瘀等邪實的證候貫穿早期和臨床

期，並有加重的趨勢，其中濕濁證素較早期DN明顯增加。曲曉璐等[14]將DN分為早、中、終末三

期的辨證研究顯示，早、中期多為氣陰兩虛證，終末期則以陰陽兩虛證為主，血瘀證則貫穿於病

程始終。另有報道[8]提出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治療DN，指出在傳統中醫藥辨證論治基礎上，加用

現代醫學發現的與現代化學藥物相似的、具有多靶點作用的降壓、降糖、降脂中藥，可以有效提

高臨床療效。總之，目前對於DR、DN等的辨證治療尚無真正規範統一的標準，要提升中醫臨床

研究的層次，建立統一、規範的辨證論治標準已成為學術界面臨的需要解決的課題。 



2.2.2 單味中藥及提取物治療 

單味中藥或其提取物治療糖尿病微血管病變的研究，在新世紀前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因

此相關報道較少且多為低水平研究。進入新世紀，隨着中醫藥事業的不斷發展，中醫藥科研水平

的不斷提升，單味中藥治療糖尿病微血管病變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基於對瘀血在DR、DN等發病

中重要性的認識，單味藥物研究中，人們將目光更多地轉向了具有活血化瘀、逐瘀等作用的中藥

上，初步展示了該類中藥或提取物在DR、DN治療中的效果。如王燕等[15]將109例DR患者隨機

分為治療組74例，對照組35例，相同治療基礎上，治療組加用眼部川芎嗪直流電離子導入治療，

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75.17％，對照組60.87％，肯定了川芎嗪的療效，蘇保林、王斌等研究[16，

17]表明川芎嗪在DN治療中能夠減少蛋白尿，保護腎功能，延緩腎臟纖維化進程。有臨床研究證

實葛根素能改善DR患者的視網膜血液供應，對早期DR患者療效較好[18]，並且能改善早期DN患

者的血流變性，減少尿蛋白排出，減輕腎損傷，改善腎功能[19]。三七總皂苷可改善視網膜微循

環，提高視力恢復的質量[20]，並可有效改善DN患者的腎功能[21]。 

2.2.3 複方中藥及中成藥治療 

中藥複方是幾千年來中醫臨床治療的主要形式，也是當今中醫藥臨床研究領域的主要形

式。目前，對於DR、DN等中醫藥治療的臨床研究主要集中在病情相對較輕的病變早期和中期。

這個階段的病機主要是氣陰兩虛、瘀血阻滯，故益氣養陰活血（法）方成為了研究中的重點。 

許家駿等[22]針對複方血栓通膠囊（黃芪、玄參、丹參、三七，功能益氣養陰、活血化瘀）

對早期DR的療效觀察研究顯示，通過3個月用藥，與對照組相比，治療組患者眼底穩定無加重，

房水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濃度明顯下降，視網膜黃斑厚度數值減小，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說明

複方血栓通能改善非增殖期糖尿病視綱膜病變患者的眼底情況，降低房水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濃

度，有效減輕黃斑水腫。涂良鈺等[23]通過隨機對照的方法研究了雙丹明目膠囊（女貞子、墨旱

蓮、山茱萸、三七、丹參）治療單純型DR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結果顯示，治療16周後，治療

組在改善患者視網膜微血管瘤計分、視力計分方面明顯優於對照組，疾病顯效率與總有效率的差

異顯著，而不良反應率低於對照組，肯定了具有養陰活血功效的雙丹明目膠囊治療DR的臨床有

效性和安全性。「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新藥II期臨床研究」課題組[24]（項目編號：2004L03768）

採用隨機對照雙盲雙模擬的方法對芪黃明目膠囊治療DR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進行了評價，結果顯

示治療組療效（85％）明顯優於對照組（5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未發生任何不良反應。

說明具有益氣養陰、活血通絡作用的芪黃明目膠囊對氣陰兩虛、瘀血阻絡型DR安全有效。芪黃

明目膠囊可改善患者臨床症狀、提高視力、改善眼底視網膜微血管病變程度及黃斑水腫的程度，

同時具有改變血液流變學的作用。「國家『十五』科技攻關課題」（項目編號：2001BA701A13a）

項目組[25]的雙盲雙模擬隨機對照多中心臨床研究同樣證實了由黃芪、枸杞、葛根、茺蔚子組成

的具有益氣養陰、補肝腎、活血化瘀作用的複方芪明顆粒對以氣陰兩虛、肝腎不足、目絡瘀阻為

病機特點的DR非增殖期治療的安全有效性。此外，另有文獻報告[26]，複方大黃製劑治療DR200

例取得了較好療效。 

在DN方面，白振義[27]就六味地黃加黃芪當歸湯治療早期DN的臨床療效進行了觀察，指出對

於肝腎氣陰兩虛型病變，該方能夠減少尿蛋白的排泄，改善患者的臨床症狀，抑制其病情的發展。

一項針對芪藥消渴膠囊治療早期DN的多中心、隨機、對照、雙盲的臨床研究[28]，將納入的146 例

符合條件的患者分為試驗組101例，對照組45例，兩組在接受常規治療的基礎上，試驗組加用芪



藥消渴膠囊，治療12周。統計結果顯示試驗組中醫證候療效總有效率87.13％，對照組73.33％，

兩組療效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治療後較治療前，中醫單症狀消失率及血糖、血脂、腎功能、

24h尿白蛋白排泄率、24h尿蛋白定量等指標的改善情況，試驗組均優於對照組。芪藥消渴膠囊

能夠改善早期DN患者症狀，有效控制病情發展，降低疾病指標，保護腎功能，表明了該藥對早

期DN具有較好的療效。高彥彬等[29]對90例早期DN患者進行的隨機雙盲對照前瞻性研究發現，

具有益氣養陰、活血通絡功能的糖腎寧可明顯改善氣陰兩虛、絡脈瘀滯型早期DN患者臨床症一

狀；減少蛋白蛋白，改善腎小球高濾過，保護腎功能，從而有效地阻止早期DN的進展；改善血

液流變學，抑制血小板聚集；調整脂代謝紊亂；並且在整個實驗中未出現任何不良反應及副作用。這

表明糖腎寧對早期DN治療具有較好的臨床有效性及安全性。另外，幾個以益氣養陰活血法治療早期

D N 的 研 究 [ 3 0 ， 3 1 ， 3 2 ] 

也都得出了與上述相同的結論，進一步證實了人們對於早期DN氣陰兩虛、瘀血阻滯病機的認識，

凸顯了益氣養陰活血法及方藥在治療早期DN中的有效性。 

綜上，中藥複方在治療DR、DN早期病變中顯示了良好的效果。大多數的研究集中在病變早

期和中期，這符合中醫學強調早期防治的「治未病」思想，有利於利用最少的資源獲得最大限度

的干預效果。西醫專科化的醫療模式，使其在治療DR、DN等糖尿病微血管病變時陷入「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的尷尬境地[33]，現今的中醫臨床研究，也存在類似的缺陷。因此馬綱等[33]提出

了「肝腎同源，眼腎同治」的異病同治觀念，充分體現了傳統醫學整體觀念的特色和優勢，為治

療糖尿病微血管病變提供了新的思路。強調早期、綜合干預將是未來研究的發展方向，也是凸顯

中醫樂特色和優勢的所在。 

 

3 療效評價 

臨床療效是臨床醫學的核心內容，也是幾千年來中醫學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基礎。療效評價

是基於臨床流行病學、循證醫學、醫學倫理學和臨床研究規範，評價干預措施作用於研究對象的

防治效果，其目的在於對干預措施的療效做出科學的判斷[34]。當前中醫藥臨床研究的基本療效

評價，採用固定的病證結合模式（即西醫疾病下的中醫證候）[35]，這在國家級的臨床研究項目

如國家「十五」一，攻關計劃和「十一五」科技支撐計劃項目中體現明顯。如中國中醫科學院中

醫優勢病種研究中，《糖尿病腎病中醫辨證論治方案的優勢與特色研究》課題組（項目編號：

CACMS05Y0026-2）對於益氣養陰活血法綜合治療方案治療DN患者的臨床研究的療效評價，採

用中醫證候療效評價與尿微量白蛋白療效評價及疾病綜合療效評價；《中西醫結合治療早期糖尿

病視網膜病變的臨床研究》課題組（項目編號：CACMS05Y0038）對具有益氣養陰、活血明目

作用的密蒙花方治療非增殖期DR的臨床療效評價採用視力、眼底、熒光血管造影、視野、電生

理及中醫症狀指標，也屬於病證結合評價模式。這種評價模式主要依據有三：一是病人感覺

是否舒適；二是病人症狀是否減輕或者消失；三是檢驗是否出現趨佳現象 [36]。但這只是從

於西醫正向思維的結果，而從中醫反向思維的角度，感覺不舒服、症狀加重、檢驗指標的

升高則可能是取得療效、疾病好轉向愈的表現 [36]，這符合真理的正反兩面性。從這個角度

來說，病症結合模式並非適用於所有的中醫臨床研究。 

此外，病證結合療效評價模式亦忽略了對病人生存質量的考察。世界衛生組織將生存質量列為新



一代健康指標，它代表了所有健康干預手段的最終目標[37]，因此生存質量評價應該成為療效評價的

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醫界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並開始將生存質量評價納入中醫臨床研究的療

效評價體系中。糖尿病領域的人士也做了積極的探索，如上述提到的《糖尿病腎病中醫辨證論治

方案的優勢與特色研究》課題組就將生存質量評價運用到益氣養陰活血法結合綜合治療方案對

DN患者的臨床療效研究中。但我國對糖尿病生存質量的研究還很薄弱，不够全面，我們要在借

鑒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展符合我國風俗習慣、文化背景、文化傳統的糖尿病生存質量研究
[38]。即便如此，筆者認為這仍不能完全真實地、客觀地反映出中醫的臨床療效。中醫講究整體

觀念下的辨證論治，充分考慮到了天、地、人三才對於「生病的人」的影響，強調了「形與神俱」

且更重「神」的生命觀，這決定了中醫的治療是一項複雜干預[39]，並且凸顯了對於「心」的干

預作用的主導地位。這在現今任何一項臨床研究的干預措施及療效評價中均未能體現出來。另

外，目前的研究對治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證候變化問題處理較少[35]，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現今的中醫臨床研究亟需建立一個完善的、科學有效的療效評價標準，建立在符合中醫自

身規律的基礎之上是保證其真實、客觀的前提，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筆者認為，首先解決

中醫學關於自身療效的判定標準問題是關鍵所在。本着循證醫學的精神，建立「形神一體觀」指

導下的中醫臨床療效評價體系將是一個可能的發展方向。 

 

4 總結 

此文筆者總結了中醫藥防治糖尿病微血管病變臨床研究的現狀，可以看出與西醫相比，中

醫藥在防治糖尿病微血管病變中有着較好的療效優勢。同時我們中醫界應清醒地看到中醫藥臨床

研究中存在着諸如缺乏統一規範的證候標準、臨床研究設計不夠科學規範、療效評價體系不夠完

善等問題，制約着中醫醫藥臨床研究質量水平的提高和發展。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需要上升到戰略的高度，集中整個中醫藥行業的智慧和力量來完成。總的來說，糖尿病微

血管病變的中醫藥臨床防治研究，成果與問題併存。作為中醫藥防治糖尿病領域的從業者，應該

抓住國家大力推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機遇，把握和利用好已有的成果，妥善地解決好存在的問

題，從而更好地發揮中醫藥在糖尿病微血管病變防治領域的特色和優勢，造福廣大的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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