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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活寄生汤联合金葡素治疗四肢骨干骨折延迟愈合的疗效观察
周 勇* 柴天朋* 徐祖健*

摘要：目的：探讨独活寄生汤联合金葡素治疗四肢骨干骨折延迟愈合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研究 2009年 6月 -2012年 6月
在我院就诊的 38例四肢骨干骨折延迟愈合患者，采用口服独活寄生汤联合 C臂引导下经皮穿刺至骨折断端注射金葡素治疗。结果：38
名患者治疗前后对比，患肢疼痛均完全消失，影像学检查提示骨折断端骨性愈合 21例，显效 15例，无效 2例。结论：独活寄生汤联合金葡
素临床治疗四肢骨干骨折延迟愈合具有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骨折延迟愈合；独活寄生汤；金葡素

中图分类号：R247.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0979（2013）27-0057-01

骨折延迟愈合是指骨折未能在正常愈合时间里成功愈合，
其特点骨折断端的疼痛、压痛及纵向叩击痛，骨传导音较健侧减
弱，X 线可清楚地看到骨折线，骨折端骨痂少量或无生长，但无
骨端硬化现象。自 2009 年 6 月 -2012 年 6 月，我们采用独活寄
生汤联合金葡素局部注射治疗骨折延迟愈合 38 例，取得了满意
的疗效，现总结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自我院 2009 年 6 月 -2012 年 6 月住院患者 38
例，男 31 例，女 7 例。年龄 13~62 岁，平均 41 岁。开放性骨折 17
例，闭合性 21 例。股骨上段 2 例，中段 4 例；胫上段 3 例，中下段
14 例；肱骨上段 3 例，中下段 10 例；桡骨中段 2 例。切开复位钢
板内固定者 13 例，外固定支架固定者 9 例，外固定支架结合内
固定者 4 例，髓内针内固定者 10 例，闭合手法复位外固定者 2
例。受伤至本次就诊时间 3~11 个月，平均 5.5 个月。
1.2 纳入标准：(1) 四肢骨干骨折患者经手术或保守治疗 3 个月
后骨折处出现疼痛、压痛、纵向扣击痛等临床表现。X 线摄片显
示骨折线存在，断端少量骨痂生长，但骨折端骨无硬化现象，骨
髓腔仍通者[1]。(2)超过同类骨折的最长愈合时间，骨折临床愈合
时间参考《实用骨科学》[2]( 3) 患者自愿接受采用本方案治疗。
1.3 排除标准：（1）有反常活动、假关节形成，X 线显示髓腔封闭，
骨折端呈肥大性增生者。（2）全身状况不佳不能耐受治疗者。
2 治疗方法
2.1 口服中药独活寄生汤加减：药物组成：独活 20 g，桑寄生 20
g，盐杜仲 15 g，怀牛膝 15 g，丹参 20 g，川芎 15 g，归尾 15g，熟地
15 g，肉苁蓉 15 g，骨碎补 15 g，白术 10 g，续断 10 g，鹿角胶,10
g，桂枝 10 g，防风 10 g，白芍 10 g。气血虚弱患者酌加黄芪，改归
尾为当归；疼痛较重者加制川乌；寒邪偏盛，患肢冷痛者酌加附
子、干姜；其余随证加减。每天 1 剂水煎服 500ml 分 3 次服用，配
合金葡素治疗连续服用 5 周为 1 个疗程。
2.2 C 臂透视下局部注射金葡素：常规消毒、铺巾后根据骨折断
端骨痂生长情况 C 臂透视下选择注射位点。对体型肥胖或较深
的部位采用 9 号腰穿针及 10 ml 注射器局部麻醉后穿刺；对较
浅的部位可仅用 5ml 或 10 ml 注射器局部麻醉后穿刺。透视下
见穿刺针进入骨折端，穿过骨皮质层进入骨髓腔，回抽无回血后
注入 2 ml 金葡 素 (浙江 万 祥药 业 有限 公司 生 产，国 药 准 字
S10970053，规格为每支 1ml，含肠毒素 C10ng)。术后无菌纱布包
扎并按压 5 分钟，观察 10min 患者无疼痛、麻木等异常反应后术
毕。1 周 1 次，5 次为 1 个疗程。术后 3 个月骨折愈合不满意者，
再行第 2 个疗程。
2.3 治疗过程中均需采用石膏或钢托外固定骨折断端，去除应
力干扰及不恰当的功能锻炼；改善患者全身营养状况，保证足够
的蛋白质和热量摄入；消除影响骨折愈合的因素，如戒烟戒酒、
停止使用 NSAID 类和类固醇类药物等等。
3 治疗结果
3.1 评价标准：（1）采用数字评分法（VAS）对疼痛进行评分：0 分，
无疼痛；3 分以下，有轻微的疼痛，患者能忍受；4-6 分：患者疼痛
并影响睡眠，尚能忍受，应给与临床处置；7-10 分：患者有渐强烈
的疼痛，疼痛剧烈或难忍。（2）经治疗后 3 月、6 月、12 月复查 X 表
现，治愈：骨折端有连续骨痂形成，骨折线消失，骨折已达骨性愈
合；显效：骨折断端可见大量骨痂生长，但骨折端无连续骨痂形

成；无效：经 2 个疗程治疗后骨折断端骨折线仍存在，断端无新生
骨痂，或新生骨痂量少，与原始 X 线片比较变化不大。
3.2 结果分析：38 例患者随访时间 6-18 月，平均 10.2 月。治疗
前 VAS 疼痛评分平均 5.6 分，治疗后 VAS 疼痛评分均为 0 分；
患者治愈 21 例，显效 15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达 83.3%。其中
无效的 2 例患者经手术治疗后最终治愈。
3.3 不良反应：本组 38 例中，治疗 1 个疗程者 30 例，2 个疗程者
8 例，观察 6 月 ~18 月平均 10.2 月。4 例患者注射药物后局部出
现轻度肿胀，18 例出现局部疼痛，12 例出现四肢掌心发热、出
汗，6 例患者药物注射后出现发热(均在 38℃以下)，均未作任何
特殊处理而在注射 1~2 天内自行消失。治疗前后进行血常规、肝
肾功、C 反应蛋白、血沉定期化验检查，均在正常范围内。治疗期
间无一例患者出现皮疹，丘疹及其它过敏反应。
4 讨 论

骨折愈合过程和机制非常复杂，从细胞生物学角度观察包
括四个连续的过程：细胞募集、骨诱导、调控、骨传导。正常骨愈
合受全身性因素和局部因素的影响。全身因素包括吸烟、药物、
年龄、营养等；局部因素主要有血液供应受损、断端接触不良和
缺损、治疗方法的影响以及感染等。对于骨折延迟愈合应尽早干
预，早期采用非手术或微创疗法可取得很好的疗效。根据我们的
治疗经验，对于骨折经治疗 4-6 周后骨折断端未见明显骨痂生
长者，即可采取干预措施。

金葡素是在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提取的生物制剂，其不仅能
促进毛细血管向断端长入，还有诱导成骨、促进新生骨的矿化和
钙盐沉积。诱导成骨三要素为：诱导刺激物、靶细胞、有利于新骨
形成的丰富血液供应环境。因此具有对患者创伤小，使用方便，
可在门诊为患者治疗，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但本方法同时也有发
热、药物注射后骨折断端的疼痛等并发症。

中医认为，本病应属“肾虚骨痿”范畴，《素问·四时刺逆从论》
指出“肾主身之骨髓”，骨折的愈合有赖于肾精的充养。方中用独
活为君药，辛苦微温，善治伏风，除旧痹，以祛除筋骨间风寒湿邪；
桑寄生、杜仲、熟地、肉苁蓉、续断、骨碎补、白术等益肾健脾，接骨
生髓；《临证指南》云：“久病入络”，病机以脾肾亏虚为本，血瘀为
标，为虚实夹杂之证，久病入络重化瘀，方中用当归、牛膝、丹参、
川芎等活血化瘀，同时活血药物能改善微循环，改善组织营养，对
骨折愈合有促进作用；鹿角胶温阳补肾，益精填髓，为血肉有情之
品；桂枝、防风、白芍疏风通络，能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疼痛等症
状。万春飞等[3]对独活寄生汤含药血清进行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其
可以通过 OPG、RANKL 系统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并且影响成骨
细胞的分化。所谓“血不活则骨不能接”，本方抓住虚、瘀这两个重
要环节，标本兼治，各药合用，共奏补肝肾、健脾胃、益气血、接骨
续筋功效，能达到和营生新，濡养筋骨之目的。

总之，采用本方案治疗骨折延迟愈合获得了较好的临床疗
效，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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