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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探究膽結石微創術後口服中藥湯劑的常用藥物規律以及對膽石復發率、膽囊壁的厚

度以及膽囊收縮功能的影響，檢索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CNKI) 近10年（2008年1月1日~2018

年1月1日），對膽石症微創術後結合中醫治療的相關臨床文獻進行Meta分析，發現微創術後的

中醫藥治療特色在於有效提高微創術後膽石總治癒率，在實際的臨床運用中值得推廣。 

 

[關鍵詞] 膽石症；微創術後；中醫藥；文獻研究 

膽石症是指發生於膽囊內和各級肝內、肝外膽管的結石[1]，其成分主要由膽固醇、膽紅素、

鈣鹽及混合型結石等組成，是消化系統的常見病[2]。由於中國古代沒有「膽石症」這一病名的記

載，現代中醫學多將其歸屬於「脅痛」、「肝脹」、「膽脹」、「膽癉」、「癖黃」等範疇。最

近的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顯示中國成年人發生本病的概率是4.21%~11.0%[3]，女性患者與男性患者的

比率是2.5:1，且多為40-60歲的成年人[4]。隨著醫學影像技術的不斷發展，以電子成像技術為基礎

的微創術已逐漸成為臨床膽石症治療的首選[5]，但微創術後的療效包括術後出現的結石殘留或者

高的膽石復發率的問題，十分困擾廣大患者，所以在臨床中需要尋找有效預防及治療膽石症術後

殘留問題的方法。許多研究表明術後通過口服中藥促進膽結石的體外排出[6]，降低膽石症復發率有積

極意義，故將近10年來的關於膽石症微創術後的中藥治療的相關文獻作如下的整理分析，探討

中醫藥的臨床效用和應用價值，為臨床工作者提供用藥依據，同時也為臨床運用中藥治療膽石症

微創術後的患者做進一步指引，並根據現況提出臨床治療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來源與篩選 

本研究以「膽石症術後」、「微創膽囊切除術後中藥」、「微創保膽取石術後中藥」為檢

索詞檢索相關的參考中文文獻。檢索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CNKI) 近10年（2008年1月1日~2018

年1月1日）所有與膽石症術微創術後結合中醫治療的臨床文獻。 

1.2 文獻納入標準 

文獻中的研究對象必須被明確診斷為膽石症； 

文獻中的研究對象必須在確診為膽石症後進行了微創術治療； 

文獻必須明確完整地列出膽石症微創術後研究物件所口服的中藥方劑的藥物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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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採用了隨機對照實驗（RCT），文獻必須為臨床研究文獻。 

1.3 文獻排除標準 

文獻內容是中藥治療膽石症微創術後復發率、膽囊壁厚度以及膽囊收縮功能以外的臨床研

究； 

未設置治療組和對照組； 

文獻為實驗性質的研究； 

文獻不完整；  

文獻屬於個案研究、動物實驗研究、重複發表的文獻和專家經驗類文獻。 

1.4 統計分析 

1.4.1 統計藥物 統計9篇文章中使用中藥，先進行藥物的共性歸納，歸納後對各類中藥進

行百分比統計，使用Microsoft Excel作數據整理和統計。 

1.4.2 資料分析 採用Cochrane協作網提供的Review Manager 5.3統計軟體對資料進行分

析，計數資料採用相對比值OR，計量資料採用均數±標準差MD，兩者均以95%的可信區間（CI）

表示。如有兩個以上的相同干預的研究，則需要在方法學同質、臨床同質的基礎上，來進行統計

學的同質性檢驗。每個分組內的研究用卡方檢驗來判斷異質性存在與否，以I2來檢驗異質性大小。

若P≥0.1，且I2<50%，則認為納入的分析結果之間無統計學異質性，採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進行分析；若P<0.1，且I2>50%，表明異質性較大，需要進一步分析異質性的來

源，找出可能導致異質性的因素來進行敏感性分析，採用隨機效應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

或者不做薈萃分析（Meta分析），只進行描述性分析。 

1.4.3 敏感性分析 如果資料存在統計學異質性（P<0.1，且I2>50%）則做敏感性分析，通

過排除可信區間較寬、效應值離群，或品質相對偏低的研究重新分析，同時可以評估結果的穩定

性。 

 

2 結果 

2.1 中藥治療膽石症微創術後藥物類型及所佔百分比 

初檢獲得相關文獻2322篇，最終納入9個研究[7~15]。根據中藥的功效對膽石症術後口服中藥

方劑中的藥作統計，可作以下歸納，清泄肝膽濕熱藥：茵陳、梔子、黃芩；疏肝柔肝養肝藥：柴

胡、白芍；消積排石利膽藥：金錢草、雞內金、郁金；利尿通淋排石藥：澤瀉、海金沙；泄熱退

黃通便藥：虎杖、大黃；行氣理氣除脹藥：枳殼、枳實、青皮、木香、陳皮、萊菔子；活血祛瘀

消壅藥：桃仁、赤芍、紅花、山楂、薑黃；益氣扶正補虛藥：黨參、黃芪；除濕通絡止痛藥：威

靈仙；澀腸止瀉收斂藥：烏梅；化痰軟堅散結藥：牡蠣；燥濕化痰除痞藥：法半夏；甘草屬於調

和諸藥解毒藥。 

其中消積排石利膽藥佔所有藥物的26%，其中金錢草使用8次、雞內金和郁金分別使用7次；

行氣理氣除脹藥佔18%，以枳殼、枳實、青皮、木香為多；疏肝柔肝養肝藥佔16%，柴胡使用9

次，白芍5次，以上3類中藥佔據總比中的比率最高；清泄肝膽濕熱藥佔9%，以茵陳、梔子、黃

芩為主；泄熱退黃通便藥佔7%，大黃使用4次，多於虎杖；活血祛瘀消壅藥的使用，其中山楂2

次最多，桃仁、赤芍、紅花、薑黃均為1次；益氣扶正補虛藥中，主要為黨參、黃芪；其他則包



括除濕通絡止痛藥、澀腸止瀉收斂藥、化痰軟堅散結藥、燥濕化痰除痞藥，總共佔5%。 

2.2 膽囊壁的厚度、膽囊收縮功能和膽石症復發率的Meta分析結果 

2.2.1 膽囊壁的厚度 所納入的6篇RCTs中報導了膽石症微創術後這項指標，將各文章中實

驗組統一命名為中藥湯劑組，與對照組的資料一起納入分析，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合併效應量分析。

Meta分析結果顯示，Chi2=64.95，I2=92%，MD=-0.78，95%CI（-0.88,-0.68），P<0.01，合併

效應量位於無效線左側，中藥湯劑組膽囊壁厚度優於對照組，有統計學意義。結果的較大的異質

性可能是由於實驗中所採用的超聲波機器的不同或者是測量者不同，顯示出的資料結果異質性較

大。為進一步分析，再將可信區間較寬的兩組資料剔除後採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敏感性分析，可

得MD=-0.65，95%CI（-1.02,-0.28），P<0.01，結果穩定可靠。 

2.2.2 膽囊的收縮功能 所納入的6篇RCTs報導膽石症微創術後膽囊的收縮功能，將實驗組

統一命名為為中藥湯劑組，與對照組的資料一起納入分析，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合併效應量分析。

Meta分析結果顯示，Chi2=263.31，I2=98%，MD=11.76，95%CI（11.00,12.51），P<0.01，

合併效應量位於無效線右側，中藥湯劑組的膽囊收縮功能優於對照組，兩組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Z=30.55，P<0.01）。較大的差異性可能由於實驗中膽囊功能的觀測存在計算偏差，因為

這一測量指標採用的是國際通用的Dodds 法，具體測量：早晨 8 點空腹進行，B 超檢查測定

膽囊的最大長徑（L）、 橫徑（W）及前後徑（H），計算出膽囊容積（V1）=0.52×L×W×H，

檢查後給予患者進食高脂餐（油煎雞蛋2個），60分鐘後按上述方法再進行B超測量，計算餐後

膽囊容積(V2)，最後得出膽囊相對收縮率=（V1-V2）/V1×100%，在這一過程中超聲波機器的操

作者很容易出現測量的偏差，或是所採用的B超機器的不同，或是實驗物件的個體差異均可造成

異質性過大。將造成異質性較大的一組效應值離群的資料剔除後採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敏感性分

析，可得Chi2=27.92，I2=86%，MD=15.67，95%CI（13.07,18.27），P<0.01，表明結果穩定

可靠。 

2.2.3 膽石症復發率 所納入的9篇RCTs均報導了膽石症微創術後膽石症的復發率，將各個

實驗組均命名為中藥湯劑組，與對照組的資料一起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合併效應量分析。Meta分

析結果顯示，Chi2=0.38，I2=0%,OR=0.17，95%CI（0.09,0.34），P=1.00（P>0.05），兩組的

同質性較好，合併效應量位於無效線左側，中藥湯劑組的膽石症復發率低於對照組，兩組的比較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 討論 

膽石症是指膽道系統包括膽囊或膽管內發生結石的疾病，現代醫學最大優勢是：處理本病

的時候多是採取手術的方式，近年來興起的微創術多運用於膽石症的治療，其微創化、多樣化、

個體化、時間短、出血量少、恢復快的特點讓很多患者易於接受[16]，但是這種治療方式存在的

膽石的殘留和復發的問題也亟待解決。中國古代雖然沒有「膽石症」這一病名的記載，但是有關

於膽的解剖位置、生理功能、經脈循行、本病產生的病因以及相關的類似症狀疾病的描述在歷代

文獻中不勝枚舉，現中醫學多將其歸屬於「脅痛」、「肝脹」、「膽脹」、「膽癉」、「癖黃」

等範疇[17]。肝鬱氣滯、膽失通降是膽石症形成的病理基礎和基本病機[18]。根據2017剛發佈的膽

石症中西醫結合診療共識意見，則進行了以下的分型：肝鬱氣滯證、肝膽濕熱證、肝陰不足證、



瘀血阻滯證、熱毒內蘊證的5類證型[19]，臨床中多辨證施治，獲得較好的臨床效果。 

本文通過對膽石症微創術後口服中藥湯劑治療的文獻進行藥物統計，發現消積排石利膽藥

（金錢草、雞內金、郁金），行氣理氣除脹藥（枳殼、枳實、青皮、木香）、疏肝柔肝養肝藥（柴

胡）這3類中藥是膽石症微創術後運用的主要藥物，而且通常會配以大黃一味通腑瀉下，再根據

不同患者在微創術後的證型的差異配合其他藥物，比如茵陳、梔子、黃芩，清泄肝膽濕熱藥佔

9%，山楂、桃仁、赤芍、紅花、薑黃活血祛瘀，黨參、黃芪益氣扶正補虛，以及其他比如利濕

通絡止痛藥、澀腸止瀉收斂藥、化痰軟堅散結藥、燥濕化痰除痞藥等等。同時還對一些高頻使用

的中藥進行了現代藥理學研究的探討，進一步證實了這些藥物發揮作用的機制。 

通過對篩選出的9篇文章進行Meta分析,可以發現膽石症微創術後口服中藥可以很好的降低

膽石症的復發率，改善膽囊壁的厚度和膽囊收縮功能，在以後須進一步選用不同的方法來證明膽

石症微創術後口服中藥可以明顯提高膽石症的預後，為臨床治療提供更為有效、有科學統計資料

依據的的治療方法。 

 

4 問題與展望 

微創術和口服中藥治療都有自身的優勢，在改善微創術的預後方面中藥的優勢不可取代，

膽囊功能恢復是預防結石復發的重點，研究顯示人體膽囊的收縮功能決定膽汁排空時間，若排空

延遲則膽汁因無法及時排除而瀦留，進而形成膽固醇結晶或膽紅素鈣沉澱等，日積月累則導致膽

囊的結石[20]。中醫研究認為, 膽為六腑之一，宜疏泄不宜淤積[21]，術後的膽石症患者在病理因素

目標方面多為氣機不通、瘀血留滯[22]，本仍然是肝膽失疏 、和降失司、膽汁淤積，基於對膽石

症手術後的中醫認識，若從臟腑 「瀉而不藏，以通為用」的思維方式治療膽石症，通過疏肝理

氣 、利膽排石，消除膽石的角度去改變膽結石形成的原因 ，從源頭上幫助改善患者的膽汁的調

節功能，增加膽汁的流量，有選擇性地使膽囊或膽管產生適度的收縮和擴張，促使結石能夠經腸

道順利排出[23]。對於膽石症微創術後，無論是膽囊切除術後還是保膽取石術後，通過服用中藥

的方式，對預防術後膽結石的形成，促進膽結石的體外排出，降低膽石症復發率有積極意義[24~27]，

這不僅僅證實中醫藥對於本病的臨床治療效果，更重要的在於幫助患者減少二次手術的風險和痛

苦，廣大患者易於接受，治療安全而有效，應當在臨床中加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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