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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临床有效性。方法：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学术

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医学期刊全文库、Pubmed关于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小儿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资料，利用Revman 5.3统计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纳入有效文献15篇，均为随机对照试

验，Meta分析显示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在退热时间，改善鼻塞、流涕、咳嗽、咽痛等症

状，降低血清TNF-α和IL-6活性等方面，均优于利巴韦林颗粒。结论：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在主要临床症状改善方面均优于利巴韦林颗粒，值得推荐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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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idity of Child Chiqiao Qingre Granules in treating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Methods: The literatures of treating children with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by using Child Chiqiao 

Qingre Granule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CNKI), VIP database, Wangfang database and Pubmed were retrieved by 

using computer.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Revman 5.3. Results: 15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were included. 

The results of Me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ff ect of Child Chiqiao Qingre Granules in improving fever subsidence time, nasal 

obstruction, running nose, cough, pharyngalgia and activity of TNF-α and IL-6 in serum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Ribavirin granules. 

Conclusion: The Meta analysis based on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eff ect of Child Chiqiao Qingre Granules in improving major 

clinical symptoms of children with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is better than that of Ribavirin Granules, which worth to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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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由各种病原引起鼻、鼻窦、

咽、喉部的急性感染，包括急性鼻炎、急性咽炎、急性

扁桃体炎等[1]。现代医学认为，导致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发生的感染因素，以病毒为主，占原发感染85%以

上[2]。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在中医学中属于“感冒”范

畴，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是已获准上市的治疗小儿风

热感冒中成药。本研究对以利巴韦林颗粒为对照的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小儿感冒（急性上呼吸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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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15篇临床报道1 916例资料作Meta分析，以冀对

其有效性进行评估，为进一步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1. 检索文献 计算机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

数据库（CNKI，2010年-2014年），维普中文科技

期刊全文数据库（VIP，2010年-2013年），万方医

学期刊全文库（2011年-2014年），Pubmed（2010

年-2014年）筛选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的国内外文献，检索式为“Xiaoer Chiqiao 

Qingre Keli”or“Chiqiao Qingre Keli”and“感冒”“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感染”；外文检索词为

“Child Chiqiao Qingre Granules”or“Child Chiqiao 

Qingre Granules”and“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or“Viral infection”。

2. 纳入标准 符合《诸福棠实用儿科学》[3]第7

版制定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临床表现因

年龄不同而各异，急性发病，病程一般在5d以内，均

有发热，伴或不伴鼻塞、流涕、咳嗽、咽充血、扁桃体

肿大、大便异常等，肺部听诊无异常，血白细胞计数

正常或降低，以淋巴细胞为主，均无心、肺、脑等其

他系统疾患；干预措施为小儿豉翘清热颗粒，采用随

机对照的盲法或非盲法试验；观察组干预药物为小

儿豉翘清热颗粒，对照组为利巴韦林颗粒，两组具

有可比性；两组均报告病例数，疗效评价标准采用痊

愈、显效、有效及无效等疗效指标。

3. 排除标准 非病毒感染的其他病原体感染的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者，或者合并细菌感染者；对照

组干预因素非利巴韦林颗粒；非随机对照试验；未

报告总病例数，未采用痊愈、显效、有效、无效等疗

效指标。

4. 文献质量评价 根据修改后的Jadad评分标

准[4]主要从随机序列的产生、随机化隐藏、盲法、撤

出与退出四方面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纳入

Jadad评分≥1分的文献，评分≥3分为高质量文献，

＜3分为低质量文献。同时资料录入由2名研究者独

立进行，用统一的提取表提取资料后交叉核对，如有

分歧，通过讨论或交第3位研究者协助解决。若纳入

文献资料提供不全，尽可能与原作者联系获取。

5. 发表偏倚评价 以Meta分析结果中观察组和

对照组疗效的效应量对数值为横坐标，效应量对数

值的标准误为纵坐标绘制漏斗图，判断是否存在发

表性偏倚。

6. 统计学方法 确认数据输入无误后，采用 

Revman 5.3统计软件进行Meta分析，对各研究间进行

异质性检验，当各研究间为同质性（P>0.1，I2<50%）
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

数资料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OR），计量资料采用

加权均数差（weighted mean difference，WMD），可信

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95%。

结果

1. 纳入研究 根据本研究制定的纳入标准，共纳

入15篇研究文献[5-19]（见图1），采用Jadad评分标准对

文献进行评分后，发现15篇文献均为随机对照试验，

但在随机化隐藏、盲法、撤出与退出方面均未提及，均

为低质量文献，其纳入流程及研究特征见表1。

图1 纳入文献流程图

电子检索数据库（137篇）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47篇）

万方医学期刊全文库（50篇）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40篇）

Pubmed（0篇）

其他途径获取（0篇）

剔重后获得文献
（47篇）

初筛获得文献
（26篇）

阅读全文后复筛
（16篇）

最终纳入Meta分析的文献

（15篇）

排除（1篇）

未记录退热时间（1篇）

排除（21篇）

对照药非利巴苇林颗粒
（21篇）

2. Meta分析结果

2.1 退热时间分析 纳入的15篇文献[5-19]均描

述了退热时间，各研究间异质性检验显示同质性好

（P>0.1，I2＜50%），采用固定效应模式。Meta分析

结果，OR值为2.90，95%CI为[3.42，7.0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Z=8.69，P＜0.00001），见图2，表明小儿

豉翘清热颗粒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退热疗效优于

对照药利巴韦林颗粒。纳入文献均为低质量文献，

风险偏倚评价见图2。

2.2 鼻塞、流涕、咳嗽、咽痛消失时间分析 7

篇文献[1-2,9,11,14-15,17]报道了鼻塞、流涕、咳嗽、咽痛消

失情况，其中有4篇文献[6,9,15,17]详细说明了症状消失

时间，异质性检验提示各文献间是同质的（χ2=0.17，
P=0.98＞0.1，I2=0），详见图3，采用固定效应模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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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Z=8.69，P<0.00001，表明各研究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可说明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对于鼻塞、流涕、

咳嗽、咽痛等症状的缓解作用优于利巴韦林颗粒。

图3 两组鼻塞、流涕、咳嗽、咽痛症状

缓解Meta分析森林图

2.3 血清TNF-α和IL-6活性分析 3篇文献[6,9-10]

统计了血清TNF-α和IL -6活性改变情况，异质性

检验提示各文献为同质，P值分别为0.58、0.78，均

>0.1，I2=0。见图4-图5，Meta分析结果，前者OR值

为-21.01，95%CI为[-23.14，-18.89]，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Z=19.38，P<0.00001）；后者OR值为-16.87，

95%CI为[-19.23，-14.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3.99，P<0.00001），提示小儿豉翘清热颗粒降

低血清TNF-α和IL-6活性作用优于利巴韦林颗粒。

图4 两组血清TNF-α活性改变情况Meta
分析森林图

图5 两组血清IL-6活性改变情况Meta
分析森林图

2.4 总有效率 纳入文献[5-19]中观察组总有

效率在84.62%-99%，对照组总有效率在64.29%-

88.75%，总有效率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提示小儿豉

翘清热颗粒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总有效率优于对

照组利巴韦林颗粒。

2.5 不良反应 15篇文献[5-19]均未报道观察组有

图2 两组退热时间分析Meta分析森林图及
纳入文献风险偏倚评价

注：+代表低风险，-代表高风险，？代表未知风险。

表1 纳入研究的15篇文献特征

研究者 年份
病例数

治疗组 对照组 疗程（d） Jadad得分
治疗组（男/女） 对照组（男/女）

王丽青[5] 2010 55（30/25） 50（30/20）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3 2

林冰[6] 2010 78（38/40） 70（34/36）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4 2

李书桃等[7] 2010 46（25/21） 46（28/18）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3-4 2

夏菊红[8] 2011 41（23/18） 37（17/20）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3-5 2

江儒文等[9] 2011 78（38/40） 70（34/36）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4 2

吕霄峰[10] 2012 60 60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4 2

万力生[11] 2013 54（32/22） 54（30/24）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3 3

林平环[12] 2013 80（55/25） 80（41/39）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4 2

瞿艳红[13] 2013 56（31/25） 56（29/27）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4 2

邱继娴[14] 2013 70 60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3-5 2

马雪琴等[15] 2013 75 75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4 2

耿红艳等[16] 2014 50 50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4 1

李笑各[17] 2014 60 60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5 2

曾素芬[18] 2014 55（35/20） 50（30/20）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4 2

丁樱等[19] 2014 153 87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利巴韦林颗粒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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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有7篇文献[6,9-10,12-13,15,17]报道了对照组出现

不良反应，其中8例出现皮疹，25例出现腹部不适、

恶心等胃肠道症状，在停药后不良反应均消失。

讨论

本研究评价了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临床有效性。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由连翘、

淡豆豉、薄荷、荆芥、炒栀子、大黄、青蒿、赤芍、槟

榔、厚朴、黄芩、半夏、柴胡、甘草组成。方中淡豆

豉、柴胡、荆芥和薄荷透解表邪、宣泄郁热，黄芩、

连翘和栀子清心泻火、解散上焦之热，辅以淡豆豉和

半夏和胃止呕，大黄、厚朴消食导滞以清积热，全方

共奏疏风清热、消食导滞之功。前期药理研究表明：

该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肺炎

双球菌等多种细菌有抑制作用，对细菌性感染的降

温作用比小儿金丹更明显，且能增加便秘小鼠的排

便数量。毒理研究：急性期未见不良反应，长期主要

脏器均未见病理变化。该药前期Ⅱ、Ⅲ期临床试验研

究均显示疗效优于利巴韦林颗粒对照组。

本研究对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上市后15篇于2010

年-2014年期间临床报道1 916例资料Meta分析结果进

一步表明：与对照组利巴韦林颗粒相比较，小儿豉翘

清热颗粒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在退热时间，鼻塞、

流涕、咳嗽、咽痛消失时间，降低血清TNF-α和IL-6活
性作用等方面作用均优于对照组利巴韦林颗粒。本研

究旨在通过数据分析结果，说明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在

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方面优于利巴韦林颗粒。

但由于本研究纳入文献缺乏高质量文献，同时存在发

表偏倚可能，提示今后中成药临床研究应进一步加强

规范化设计，以提高总结报道的质量，为扩大的临床

应用提供更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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