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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治疗皮肤病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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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在治疗皮肤病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通过对 10 964 张蒲地蓝消
炎口服液处方和 221 篇临床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了解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在皮肤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情况 。
结果： 处方分析发现在皮肤科使用的处方有 316 张，占 2． 88% ； 诊断皮肤相关性疾病的处方共计 653 张，占
5． 96% ，主要是过敏性紫癜、皮炎、湿疹等。文献调研发现涉及皮肤相关性疾病的临床研究 8 篇，其中治疗痤
疮 3 篇、寻常型银屑病 1 篇、慢性湿疹 2 篇、细菌性毛囊炎 2 篇。 结论：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在皮肤科应用广
泛，但相关临床研究较少，对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再评价非常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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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udilan Xiaoyan Oral Liquid
in the Treatment of Derma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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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ngfang Hospit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7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udilan Xiaoyan oral liquid in the treatment of
dermatosis． Methods：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of Pudilan Xiaoyan oral liquid in dermatology by analyzing
10 964 cases of prescriptions and 221 clinical research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Pudilan Xiaoyan oral liquid．
Ｒesults： 316 prescriptions were used in dermatology，accounting for 2． 88% of all analyzed prescriptions． The
diagnosis in 653 prescriptions were skin related diseases，accounting for 5． 96% ，mainly allergic purpura，dermatitis，
eczema，etc． There were 8 published clinical studies involving skin related diseases，3 for acne，1 for psoriasis
vulgaris，2 for chronic eczema and 2 for bacterial folliculitis． Conclusion： Pudilan Xiaoyan oral liquid is widely
used in dermatology，which is still lack of clinical research．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Key words］ Pudilan Xiaoyan Oral Liquid； dermatosis； prescription analysis； clinical research； clinical
application
中药治疗皮肤病有独特优势，特别是控制皮肤
病的反复发作、对抗其他治疗方法带来的不良反应 、

剂，由蒲公英、黄芩、苦地丁、板蓝根四味中药组成，
说明书中的适应证为清热解毒、抗炎消肿，主治疔

［1］
延缓病程进展等方面作用突出 ，常常能达到标本
兼治的效果。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作为中药成方制

肿、腮腺炎、咽炎、扁桃体炎等病症。 蒲地蓝消炎口
服液在抗炎、抗菌、抗病毒方面临床应用广泛，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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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其在皮肤病的治疗中亦受到广泛关注。 本文通
过医院处方分析，结合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在皮肤病

疾病。排名前 5 位的是： 手足口病 （ 27． 15% ） 、疱疹
性咽峡炎 （ 12． 22% ） 、上呼吸道感染 （ 9． 50% ） 、急性

治疗中的临床研究，对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在皮肤病
治疗中的临床应用进行分析。

化脓性扁桃体炎（ 5． 43% ） 、流行性腮腺炎 （ 4． 52% ） 。
涉及皮肤相关性疾病的临床研究 8 篇，其中治疗痤

1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临床治疗皮肤病的处方分析
收集了北京、河南、江苏、新疆四个地区 6 家医

疮 3 篇、寻常型银屑病 1 篇、慢性湿疹 2 篇、细菌性
毛囊炎 2 篇。
［4］

院 12 465 张含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的处方，除去无诊
断和诊断不规范的处方 1501 张，纳入统计的处方

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知柏地黄
丸、肤痘净治疗痤疮，与一清胶囊联合两药比较无显

10 964 张。 发现在皮肤科使用的处方有 316 张，占
2． 88% ，排名第 3 位，排名前 2 位的分别是儿科 （ 占

著差异，提示便秘患者用一清胶囊，而无便秘患者用
［5］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效果更佳。 刘飞 通过观察蒲

79． 46% ） 、呼吸科 （ 占 4． 60% ） ； 诊断皮肤相关性疾
病的处方共计 653 张，占 5． 96% 。 蒲地蓝消炎口服

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二硫化硒洗剂治疗寻常痤疮的
疗效和安全性，发现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二硫化

液治疗的皮肤相关性疾病主要是过敏性紫癜 、皮炎、
湿疹等。具体治疗皮肤相关性疾病情况见表 1。

硒洗剂组痊愈率和总有效率均高于单用二硫化硒洗
［6］
剂组，有统计学差异。 宋艳丽等 对比蒲地蓝消炎

表1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治疗皮肤相关性疾病情况

皮肤相关性疾病

处方 / 张

占比 / %

过敏性紫癜

263

40． 28

皮炎

197

30． 17

湿疹

92

14． 09

痤疮

24

3． 68

带状疱疹

24

3． 68

毛囊炎

18

2． 76

水痘

15

2． 30

黄水疮

3

0． 46

脓疱疮

4

0． 61

疔疮

2

0． 31

疖肿

11

1． 68

合计

653

王建荣

口服液与丹参酮胶囊对寻常痤疮的治疗效果 ，研究
发现治疗 3 周后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组和丹参酮胶囊
组有效率分别为 75． 0% 和 75． 8% ，无统计学差异；
治疗 6 周后有效率分别为 93． 8% 和 85． 5% ，有统计
学差异； 治疗结束后总皮损、炎症性皮损和非炎症性
皮损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7］

杨会君等

对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复方硝
酸益康唑乳膏治疗慢性湿疹的疗效进行分析 ，均提
［8］

示能提高临床治愈率。 李贤周 观察蒲地蓝消炎
胶囊联合氯雷他定治疗急性、亚急性湿疹的疗效，发
现蒲地蓝消炎胶囊联合氯雷他定组在 d 7、d 14、d 21
［9］
的有效率均高于单用氯雷他定组。 杨会君等 观
察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稳定
期寻常型银屑病的临床疗效，发现蒲地蓝消炎口服

过敏性紫癜是由血管变应性炎症引起的皮肤及
黏膜病变，临床表现为皮肤瘀点、瘀斑。近年研究认

液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组银屑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
数（ PASI） 以及窄谱中波紫外线照射总量均低于单

为发病与链球菌感染、幽门螺杆菌、病毒、支原体、药
［2］
物、食物、虫咬、气候、精神因素等有关 。 病理机

纯使用窄谱中波紫外线组，说明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能有效降低窄谱中波紫外线照射总量，特别对不能

制包括机体免疫功能异常、细胞因子、炎症递质和凝
血机制的参与，并与基因遗传有关。 中医认为过敏

耐受窄谱中波紫外线照射的患者 ，有较好治疗效果。

性紫癜发病多由风湿热毒邪气袭表 、饮食所伤、肝肾
阴虚及气不摄血所致，治以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化
［3］

瘀消斑为主

。 临床应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治疗

这两类疾病可能主要因其具有抗炎消肿、清热解毒
之功。但由于处方信息有限、无相应中医证型，不能
判断其使用是否合理，也无法得知其治疗效果。
2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治疗皮肤病的临床研究分析
从 CNKI 上共查到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的临床研
究 221 篇，涉及 46 个病种，主要是病毒、细菌感染性

［10］

郭英军

观察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复方氯
霉素酊治疗细菌性毛囊炎的临床疗效，发现治疗 2
周后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复方氯霉素酊组和单用
复方氯霉素酊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81． 7% 和 53． 8% ，
有统计学差异； 1 个月后随访发现两组复发率分别为
22． 4% 和 60． 7% ，
说明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复方氯
霉素酊对复发的控制效果优于单用复方氯霉素酊。
［11］

郑小景

观察了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莫匹罗星乳
膏治疗细菌性毛囊炎的疗效，
发现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联合莫匹罗星乳膏治疗细菌性毛囊炎的疗效高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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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莫匹罗星乳膏，
有效率分别为 97． 1% 和 70． 8% 。
从上述临床研究可以看出，外用或口服其他药

纷。遗憾的是，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治疗皮肤相关性
疾病的临床研究较少，尤其是对超说明书用药排第

物联合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治疗皮肤病可提高临床治
疗效果。但在减少复发率和其他药物的不良发应等

一的过敏性紫癜的治疗研究尚未见报道 。从本研究
的处方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其在皮肤科疾病，特别是

方面研究不足，需进一步探讨，以从多方面评价蒲地
蓝消炎口服液在皮肤病治疗中的价值 。

一些免疫相关性疾病或病毒感染相关性疾病 ，如过
敏性紫癜、皮炎、湿疹、带状疱疹等，临床应用比较常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治疗皮肤病的作用机制分析

3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所治疗的皮肤相关性疾病，
如过敏性紫癜、皮炎、湿疹、痤疮、带状疱疹、毛囊炎
等，中医辨证多与热毒有关，西医病因分析多与细
菌、
病毒感染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从蒲地蓝消炎口
服液组成的四味药来看，蒲公英作为君药，具有清热
解毒、散结消肿的作用； 板蓝根清热解毒、凉血利咽
为臣药； 苦地丁、黄芩清热解毒为佐使药，四味药合
［12］
用，共奏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之效 。 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具有明显的解热抗炎作
［13］
用 。蒲公英、苦地丁、黄芩均具有较好的抗菌、消
炎、解热作用，且抗菌谱较广，均可减轻炎症反应引
起的组织肿胀； 板蓝根具有较明显的抗病毒作用 ，临
床上广泛用于病毒感染性疾病。
在引起过敏性紫癜的细菌感染中，β 溶血性链
［14］
球菌和幽门螺杆菌被关注较多 。 现代研究证明，
蒲公英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有较强
［15］
的抑制作用 。另有研究表明，黄芩对幽门螺杆菌
高度敏感，抑杀幽门螺杆菌效果较好，蒲公英对幽门
［16］
螺杆菌中度敏感，也有较强的 抑 杀 作 用 。 王 雨
［17］

的一项体外研究证实，黄芩、板蓝根对幽门螺
杆菌有较好的抗菌效果。说明临床用蒲地蓝消炎口
玲

服液治疗过敏性紫癜与其组分的抗溶血性链球菌 、
幽门螺杆菌有一定关系，但目前缺乏相关的有效性
［18］

与安全性临床研究。 曹化章 总结出蒲公英对痤
疮丙酸杆菌具有高度敏感性。吕雄教授自拟的消痤
饮治疗痤疮，方中重用蒲公英为君药，根据肝郁血热
［19］
致痤疮的病机，以清热凉血、活血散结 。 杨玉峰
［20］

等

在常规辨证论治基础上加入蒲公英治疗 100
［21］
例亚急性湿疹患者，疗效显著。 李贵生 筛选了治
疗痤疮的方剂 218 首，分析得到治疗痤疮的常用药
物中黄芩排第二，黄芩出现 92 频次，蒲公英出现 51
频次。所以，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治疗皮肤相关性疾
病的药理机制可能与其抗菌、抗病毒作用相关。
综上，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治疗皮肤病存在一定
优势，皮肤科也在广泛使用，但根据说明书，属超适
应证用药，存在着用药风险，并且容易引起医疗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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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但仅仅是经验用药，按照《处方点评管理办法 》
评价，属于用药不合理。 为充分发挥蒲地蓝消炎口
服液的临床治疗价值，建议加强治疗皮肤相关性疾
病的临床对照及药理研究，特别是开展真实世界研
究，对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再评价 ，不断完善说明
书功能主治，为临床使用提供充分的证据，以保证其
在临床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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