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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痛風是嘌呤代謝紊亂或尿酸生成過多或尿酸排泄減少所致的一種異質性晶體相關性終

身性關節病。本文就近年痛風病因病機，中、西醫治療研究現狀及展望做簡要綜述，以期為防治

本病提供參考。 

 

[關鍵詞] 病風；病因病機；中西醫治療；綜述 

隨着當代社會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因為環境、地域、飲食等因素，痛風（GOUT）發病率呈

逐年上升趨勢。痛風除了給患者帶來自身痛楚外也增加了經濟負擔和心理壓力，因此，對本病積

極治療和預先防護受到了眾多醫生重視。 

痛風是嘌呤代謝紊亂或尿酸生成過多或尿酸排泄減少所致的一種異質性晶體相關性終身性

關節病，臨床表現有高尿酸血症、痛風性關節炎反復發作、痛風石形成及關節形，常可累及腎臟

引起各種腎臟性疾病，臨床上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即無症狀性高尿酸血症期、急性期、間歇期及

慢性期[1]。且不同人群痛風發病率存在個體差異性，總體患病率為1%-15.3%[2]，且有上升趨勢[3, 

4]。針對本病治療，各醫家眾說紛紜並對此皆做了深入研究，取得良好成效。中西醫治療本病各

具優勢，現筆者將中西醫對痛風現狀的認識及展望綜述如下，以期投礫引珠。 

 

1 發病原因及影響因素 

痛風（Gout）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類，原發性痛風由嘌呤代謝紊亂及尿酸值異常引起；

繼發性痛風原因有：腎臟類疾病、某些遺傳性疾病和腫瘤、藥物、血液病等[5]。由於飲酒、

大量進食海鮮類及動物內臟等嘌呤過多食物誘發痛風急性發作的常見原因[6]。除此之外，

年齡、遺傳、環境、肥胖與代謝性疾病、季節氣候等因素亦影響本病發生、發展。 

1.1 中醫病因病機 

中醫認為痛風主要責之於先天稟賦不足、脾腎功能失調為本，濕熱、痰濁、瘀血為標，認

為是內因、外因以及誘因作用的結果：　內因為先天稟賦不足、陰陽失調和正氣虧虛。先天不足，

肝腎虧損，精血不能充養筋脈骨髓；陰陽失衡則臟腑功能失調，尤以脾臟受損為先，脾臟受損，

運化功能失調，致痰濁內生則留滯關節，不通則發為本病；化源不足，氣血虧虛無以充養經脈亦



可導致本病發生發展；　外因主要感受風、寒、濕、熱之邪，有形之邪留着於肢體、筋脈、經絡、

關節、閉阻不通發為本病；因感受外邪各異，則邪氣偏向不一，也會形成不通的證候；　誘因主

要是正虛邪犯，復加過度勞累、或受外邪侵襲，或飲食不潔，不節，損傷中焦，痰濁內生。 

本病病位主要在肢體、關節，繼則影響臟腑。本病屬本虛標實，早期若掌握治療時間及治療得

當，可最大限度地限制病情延續，給患者盡可能的減輕痛苦。 

1.2 現代醫學發病機制 

現代醫學認為痛風發作的前提條件是高尿酸血症，且認為痛風相關基因及炎症的痛風發病

機制中具有重要作用[7]。高尿酸血症是指在37℃下，血清中尿酸含量嚴重高於正常值，男性血清

中尿酸含量>416µmol/L，女性血清中尿酸含量>357µmol/L時，即判定患有高尿酸血症[8]。病理

情況下，血尿酸增高由腎小球濾出和腎小管分泌減少導致腎尿酸排泄減少引起，原發的在於遺傳

因素或是代謝缺陷，包括次黃嘌呤鳥嘌呤磷酸核糖轉移酶（HGPRT）活性降低、5-磷酸-1.焦磷

酸（PRPP）合成酶（PRS）活性過高、N5，N10.亞甲基四氫葉酸還原酶（MTHFR）活性改變
[9, 10]。多種炎症細胞、細胞因子參與誘導亦是本病發病因素，而痛風石形成的機制還有待於進一

步研究。 

 

2 臨床表現 

2.1 中醫證型分述 

1994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佈的《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痛風的診斷依證候分類、效評定》
[11]將痛風分為以下四個證候：　濕熱蘊結證：下肢小關節卒先紅腫熱痛、拒按，觸之局部灼熱，

得涼則舒。伴發熱、口渴、心煩不安、溲黃、舌紅、苔黃膩，脈滑數；　瘀熱阻滯證：關節紅腫

刺痛，局部腫脹變形，屈伸不利，肌膚色紫暗，按之稍硬，痛灶周圍或有塊瘰硬結，肌膚乾燥，

皮色暗黧。舌質紫暗或有瘀斑，苔薄黃，脈細澀或沉弦；　痰濁袓滯證：關節腫脹，甚則關節周

圍漫腫，局部酸麻疼痛，或見「塊瘰」，硬結不紅。伴有目眩，面浮足腫，胸脘痞悶。舌胖質暗，

苔膩，脈緩或弦滑；　肝腎陰虛證：病久屢發，關節痛如被仗，局部關節變形，晝輕夜重，肌膚

麻木不仁，步履艱難，筋脈拘急，屈伸不利，頭暈耳鳴，顴紅口乾。舌紅少苔，脈弦細或細數。 

《實用中醫風濕病學》[12]將痛風分為以下四個證候：　下焦濕熱證：下肢膝以下關節及其

周圍組織突發性疼痛，初發時其痛有晝輕夜重的特點，疼痛劇烈，足不能履地，行走極其困難，

疼痛點呈游走性，局部腫脹灼熱，舌質紅，苔黃膩，脈滑數；　瘀血阻絡證：手足關節劇烈疼痛，

如針刺刀割，甚至手不能觸，夜重晝輕，局部皮色發黯，或舌有瘀斑、瘀點，脈澀；　痰熱夾風

證：手足關節突發性疼痛、腫脹，疼痛夜甚於晝，胸悶痰多，舌苔黏膩，脈弦滑，兼見惡風、自

汗等症狀；　氣血兩虛證：倦怠乏力，短氣，自汗，食少便溏，多痰或飯後腹脹，面色蒼白，指

甲、目眦色淡，頭昏心悸，舌淡，舌苔根部黃膩，脈細弱。 

《中醫痹病學》[13]出自雲南省名老中醫吳生元教授等醫家，吳生元教授鑽研風濕病一生，

對風濕病深入研究，將痛風分為以下五個證候：　濕熱蘊結證：局部關節紅腫熱痛，發病急驟，

病及一個或多個關節，多兼有發熱、惡風、口渴、煩悶不安或頭痛汗出，小便短黃，舌紅苔黃或

黃膩，脈弦滑數；　脾虛濕阻證：無症狀期，或僅有輕微的關節症狀，或高尿酸血症，或見身困

倦感，頭昏頭暈，腰膝酸軟，納食減少，脘腹脹悶，舌質淡胖或舌尖紅，苔白或黃厚膩，脈細或



弦滑；　寒濕痹阻證：關節疼痛，腫脹不甚，局部不熱，痛有定處，屈伸不利，或見皮下結節或

痛風石，肌膚麻木不仁，舌苔薄白或白膩，脈弦或濡緩；　痰瘀痹阻證：關節疼痛反復發作，日

久不愈，時輕時重，或呈刺痛，固定不移，關節腫大，甚至強直畸形，伸屈不利，皮下結節，皮

色紫暗，舌質紫暗，苔白膩或黃膩，脈弦或沉澀；　肝腎虧虛證：關節疼痛，反復發作，日久不

愈，時輕時重或游走不定，甚或關節變形，屈伸不利，腰膝酸軟或足跟疼痛，神疲乏力，舌淡苔

白，脈滑細。 

中醫學博大精深，從古至今各醫家對本病證候多從病因病機入手，結合地域、環境、飲食

等因素對本病確定證候。 

2.2 現代醫學分期 

臨床上痛風發作以急性發作最為常見，急性發作時呈劇烈疼痛。首次發作一般累及單關節，

以足趾第一跖趾關節關節常見，全身症狀輕微。隨後，發作持續時間不一，且發展狀態各異，隨

着時間推移，本病發作時間延長，最終亦無法痊愈，這將導致慢性關節炎，並逐漸影響其他關節，

或形成痛風石，甚至導致腎臟疾病，因此，對於本病應予以重視並積極選擇有效方案控制。 

《凱利風濕病學》[14]將痛風自然病程概括為四個階段：　無症狀性高尿酸血症：存在高尿

酸血症患者並非一定會發展為痛風性關節炎，但痛風性關節炎的發生發展和高尿酸血症成正比關

係。腎結石發生率隨高尿酸比值升高而增加。研究表明，10%-40%的痛風患者在首次關節炎發

作前有過一次或多次腎絞痛發作狀態[15]；　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發作前可無任何前驅征兆，或

以飲酒過度、進食大量海鮮類產物為誘因。85%-90%患者發作累及單關節，尤以第一跖趾關節

最為常見，且大多數患者首次發作常於夜間驟然發生，發作數小時內，受累關節紅腫熱痛，疼痛

呈刀割樣。輕度發作可在數小時內緩解或僅持續1-2天，重者可持續數天或數周。發作期間，實

驗室檢查可見C反應蛋白、血沉增快，白細胞升高等；　間歇期：間歇期指兩次痛風發作之間的

時期。這期間無明顯疼痛症狀，伴膚色變暗，脫屑、發癢等輕微症狀。在間歇期，受累關節X檢

查可出現改變。12.5%-90%痛風患者關節滑液中可檢出尿酸鹽晶體[16]，此晶體常伴有滑液白細

胞輕度增多，提示即使在間歇期，關節內晶體也可能對關節造成損害。　慢性痛風性關節炎：痛

風石的形成是本病進入慢性期的標誌[17]。痛風石是長期尿酸清除速度慢於生長速度的結果。隨

着尿酸鹽池的擴大，尿酸鹽結晶可沉結於軟骨、滑膜、肌腱、軟組織等其他地方。痛風石極少出

現在原發性痛風患者首次發作時，但可見於繼發性痛風患者。痛風石沉結可引起手指、膝或足不

規則性腫大變形，雖痛風石形成本身相對無痛，但其周圍可發生炎症反應，最終致關節破壞，甚

至造成殘疾。超聲檢查、MRI、CT均可顯示痛風石，其中CT特異性最高[18, 19, 20]。 

 

3 治療方法 

研究表明，痛風目前尚且無法根治。目前治療痛風的目的主要是：　控制急性痛風性關節

炎，減輕患者痛楚；　調控高尿酸血症，預防尿酸鹽沉結對關節及腎臟損害；　間歇期降尿酸為

主，預防痛風性關節炎再次急性發作；　手術治療痛風石，相對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痛風的治療

強調個體化治療，需根據痛風處於不同階段而具體用藥，抓住主要矛盾，方可事半功倍。 

3.1 一般治療 

3.1.1 飲食控制：避免高嘌呤食物及過度飲酒，或控制體重，或多飲水，保證尿量增加以排



泄尿酸； 

3.1.2 避免誘因：避免飲食不潔、不節，或過度勞累和精神緊張，或防止關節損傷，或適量

運動，或避免使用致使尿酸升高的藥物，如環孢素、阿司匹林、尼古丁林等； 

3.1.3 防治伴隨性疾病：痛風常伴發高血脂症、糖尿病、冠心病等，應加強防治併發症的出

現。 

3.2 中醫治療 

依據《實用中醫風濕病學》製訂的治療方案分別是：　清熱通絡，祛風除濕；方選白虎桂

枝湯加減；　祛風散寒，除濕止痛；方選薏苡仁湯加減；　活血化瘀，化痰散結；方選桃仁飲合

二陳湯加減；　補益氣血，調補肝腎，祛風勝濕，活絡止痛；方選獨活寄生湯加減。 

（依據《中醫痹病學》製訂的治療方案分別是：　清熱除濕，祛風通絡；方選四妙散加減；

　健脾化痰，滲濕通絡；方選四君子湯加減；　溫經散寒，除濕通絡；方選黃芪防已湯加減；　

益腎養肝，活絡止痛；方選獨活寄生湯加減；　活血祛瘀，化痰通絡；方選桃紅四物溫膽湯加減。） 

吳生元教授[21]採用寒熱異治、內外分消的方法治療本病急性發作，內服散寒除濕、溫通經

絡的黃芪防已湯加附片，外用清熱解毒、散結消腫的苦參黃柏湯泡洗患處取得良好療效。 

朱良春教授[22]根據自己臨床經驗及鑽研，針對本病提出了「濁瘀痹」之說。其認為本病診

斷明確，治療則應以泄化濁瘀為主。再次基礎上，不忘降尿酸，使得臟腑代謝功能恢復正常。朱

老認為，治療本病還應適量配伍化痰藥，有助於消除關節腫脹，還對降尿酸有一定幫助。至於本

病伴尿路結石或腎病的治療，則應兼通淋化石法、益氣補腎法為輔。 

路志正教授[23]提出本病具有「源之中焦，流阻下焦，病於下肢」「起於脾胃，終於肝腎」

的特點。治療健脾祛濕為主，兼以清熱解毒，活血通絡等。同時路老強調，本病急性發作期健脾

祛濕、祛風清熱瀉濁治標，慢性期則以健運脾胃、調暢氣血以治本。 

王琦教授[24]認為痛風的病因病機乃患者自身因素為先，濕、熱、痰、瘀交阻，經脈不通，

不通則痛，發為本病。王教授以「主病主方」思想辨治本病。方藥以四妙勇安湯散瘀止痛，清熱

解毒，活血通絡為主，且根據病情對主方進行加減，常用藥物有威靈仙、土茯苓、薏苡仁、忍冬

藤、萆薢、金櫻子等藥物。同時，王老也認為，針對不同體質的痛風患者，選方用藥也不盡相同。

對於痰濕體質者，予以自創經驗方「益氣健運湯」治療，療效顯著。 

馮興華教授[25]分期論治本病，認為急性期主要由濕、熱、毒、瘀邪痹阻關節所致，治以清

熱利濕、解毒祛瘀為主，方選當歸拈痛湯合四妙丸加味；間歇期由脾失健運、濕濁內生所致，治

以益氣健脾、化濕通利為主，方選四君子湯加味治療；慢性期則痰瘀膠着、虛實夾雜，當以扶正

祛邪，標本兼治，治以健脾益腎，化濁排毒，方選四君子湯合腎氣丸加味，療效顯著。 

王慶國教授[26]將本病分為急性期和緩解期，王教授認為本病急性期多以濕熱內阻、熱毒熾

盛為主，臨床表現為：突然發生的足部關節劇烈疼痛，好發於拇趾及第一跖趾關節，也可發生在

足踝、跟、膝、肘、腕和指關節等處。患處關節紅腫熱痛，且多在夜間發作，多兼有發熱口渴，

煩悶不安或頭痛汗出，小便短黃，大便乾結，舌紅苔黃膩，脈弦滑數等。治宜清熱利濕，通絡止

痛。王師多用加味蒼柏散、柴胡解毒湯、程氏萆薢分清飲等加減。本病發展至慢性緩解期，多以

腎氣不足為主，兼有濕熱瘀阻脈絡之證。臨床症見：關節疼痛，反復發作，日久不愈，時輕時重，

甚或關節變形，屈伸不利，腰膝酸軟，頭暈耳鳴，神疲乏力，脈沉細弦無力等。治宜補腎培元，

扶助正氣，兼以清利濕熱。 



商憲敏教授[27]認為濕邪痰濁是導致痛風的主要病因，氣血經脈阻是引起痛風發作的重要病

機。痛風急性發作期多見濕熱雍盛、血脈痹阻型，治以清利濕熱、活血通痹。慢性痛風關節炎期

寒濕滯、血脈痹阻型，治以化濕散寒、活血通痹；痰濕內蘊、血脈痹阻型，治以化痰除濕、活血

通痹、痛風緩解期肝腎虧虛、濕瘀互阻型，治以滋補肝腎、化濕通絡；脾腎虧虛、濕瘀互阻型，

治以溫補脾腎、化濕通絡。 

寇秋愛教授[28]認為痛風的發病根源在於中焦脾虛不運，水濕停滯，鬱久成濁。治療從急性

期和緩解期兩個階段着手，急性期以清熱解毒、泄濁消腫、通絡止痛為法，同時兼顧脾胃，緩解

期以健脾益氣與祛濕泄濁法併重。 

王素芝教授[29]認為痛風宜分期分證論治，急性期清熱祛濕為主，兼以活血通絡，隨着病情

的進展，活血藥與化痰藥比例逐漸增大，其中活血化瘀應貫穿治療始終，多用血肉有情之品及蟲

類藥。 

習本恕教授[30]對痛風病先辨其關節炎的症狀特點與是否急性發作等決定該痹證是屬於風寒

濕痹，還是風濕熱痹，有無痰瘀痹阻證，對關節炎偏於風者，祛風為主；偏於寒者，散寒為主；

濕邪偏勝者，化濕為主；熱邪偏勝者，清熱為主；再對痛風治療進行分期辨證論治，內外合治，急

性痛風關節炎期，濕熱瘀阻證，當清熱利濕，化瘀通絡止痛；慢性痛風關節炎期，脾腎虧虛、痰瘀

交阻證，當補腎運脾，泄化瘀濁。 

3.3 西醫治療 

3.3.1 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的治療 

痛風急性期不宜降尿酸治療，但已服降尿酸藥物患者不宜停用藥物，以免引起尿酸波動，

加劇病情進展。現代醫學對痛風急性期的治療現一般採用三種方式：　非甾類抗炎藥

（NSAIDs）：該類藥物具有抗炎、抗風濕、止痛、退熱和抗凝血等作用。針對本病主要用於緩

解急性發作期症狀，宜從小劑量起用。副作用是胃腸道反應，腎功能不全者忌用。研究表明，依

托考昔（etoricoxib）治療本病急性發作用於緩解疼痛療效顯著，並已被批准用於急性痛風性關

節炎[31]。　秋水仙碱：止痛效果明顯，並可制止炎症反應。本品首次劑量一般為1mg，以後每

1-2h予0.5mg，24h總量不超過6mg。本品可與非甾類抗炎藥（NSAIDs）聯合使用。　糖皮質激

素：一般使用於給予非甾類抗炎藥（NSAIDs）和秋水仙碱無效患者。如潑尼松20-30mg/d，3-4天後

逐漸減量停藥。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糖皮質激素時須經醫生叮囑慢慢減量使用至最後停藥，不宜

有效後立即停藥。 

3.3.2 間歇期和慢性期的治療 

本病間歇期和慢性期的治療主要控制血尿酸水平。對於控制尿酸可使用促尿酸排泄藥，亦

可使用抑制尿酸生成藥，療效皆明顯。使用這類藥物時應從小劑量開始，生效後改為維持量，長

期服用。（1）促尿酸排泄藥：　苯溴馬隆：本品具有抑制腎小管對尿酸的再吸收作用因而降低

血中尿酸濃度，口服易吸收。每次40~80mg，每日1，劑量漸增，連用3~6個月。不良反應主要

有：腹瀉、胃部不適、惡心等消化系統症狀；風團、斑疹、潮紅、瘙癢等皮膚過敏症；肝功能異

常及谷草轉氨酶、谷丙轉氨酶及碱性磷酸酶升高。偶然會呈現腸胃不適感，如惡心，嘔吐，胃內

飽脹感和腹瀉等現象[32]；　丙磺舒：本品有抑制尿酸鹽在近曲腎小管的主動再吸收，增加尿酸

鹽的排泄二降低血中尿酸鹽的濃度。可緩解或防止尿酸鹽結節的生成，減少關節的損傷，亦可促

進已形成的尿酸鹽溶解。無抗炎、鎮痛作用。其不良反應如胃腸道反應、頭暈等症狀；　苯磺唑



酮：本品具有強力抑制腎小管對尿酸的重吸收的作用，從而促進尿酸的排泄。每次0.2g，每日4

次，連服數月。服用本藥應監測血常規、肝腎功。（2）抑制尿酸生成藥：該類藥有較強的抑制

黃嘌呤氧化酶作用，從而阻斷次黃嘌呤向黃嘌呤、黃嘌呤向尿酸的轉化，減少尿酸生成，降低血

尿酸濃度。如別嘌醇，初始劑量50毫克/次，1~2次/日，每週可遞增50~100毫克/日，至200~300

毫克/日，分2~3次服。最大量不超過600毫克/日。不良反應如胃腸道反應、過敏反應及神經系統

和血液系統損害。 

3.3.3 腎臟病變及痛風石的治療 

治療本病除了控制尿酸外，碱化尿液也是重要輔助治療方式之一。對於痛風性腎病，使用

利尿劑時應避免使用影響尿酸排泄的藥物。若出現腎功能不全者，可行透析治療，甚者或做腎移

植。痛風石期痛風性關節炎忠者的病情比較嚴重，除了手術易剔除外，還給予患者飲食指導、藥

物控制等。 

 

4 總結 

痛風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常見病，且高發於世界範圍。隨着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和環境變化，

高尿酸血症和痛風的發病率日益劇增。目前，西藥對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症狀控制雖有較好療效，

但因副作用的產生，往往使藥物選擇受限，且影響治療原發病的療效。當前未來避免副作用的產

生，臨床上基本都是在靠配胃黏膜保護劑使用以減緩藥物副作用。經過歷代醫家不斷總結，現階

段中醫對本病治療具有獨特優勢。中醫學認為本病發生發展和脾腎二臟關係尤為密切。因此在治

療本病同時融入「治病必求於本」思想可調補脾腎，泄濁清瘀。中醫治療本病，通過配伍關係，

可在治療本病同時減緩其副作用，正所謂一用而兩善其功。且中醫認為急性期可以配西藥以治其

標，療效突出。然而，目前用於治療本病的中成藥種類較少，尤其在治療慢性痛風關節炎的種類

上屈指可數，需進一步對此進行研究。結合本病中醫病因病機和西醫發病機制，從調節脾腎入手，

兼使用降尿酸藥物已成為當前治療本病的一大趨勢，只有充分發揮中西藥協同作用，才能更好的

為治療本病提出全面系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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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ut is a kind of heterogenous joint disease of heterogenous crystals caused 

by the metabolic disorder of purine and excessive uric acid generation and / or decreased uric 

acid excretion.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gout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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