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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小儿病毒性
发热疾病108例疗效观察

万力生

【摘要】 目的 观察4,JL豉翘清热颗粒治疗小儿病毒性发热疾病的疗效。方法将108例以病毒性

发热疾病为主的患儿完全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54例予I-三14'JL豉翘清热颗粒，根据患儿不同年

龄给予l一6 g，开水冲服；对照组54例予以利巴韦林颗粒10 mg／(kg·d)。均为3次／d，疗程3 d。观察2组

疗效和症状好转时间。结果用药3 d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2．6％(50／54)和68．5％(37／

5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退热时间、咽部充血好转时间、咳嗽好转时间明显少

于对照组[(26±4)h EL(38±6)h，(36±8)h比(48±6)h，(36±4)h比(47±6)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结论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d,JL病毒性发热疾病安全疗效较好，症状改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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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Xiaoer chiqiao qingre granule on child viral fever．

Methods All 108 e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54 cas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the Xiaoer chiqiao qingre granule from 1 to 6 g，and 54 case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fibavifin

tablet for 10 ms／(kg·d)，3 times per day for 3 days．Results After treatment for 3 days，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6％(50／54)，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68．5％(37／54)](P<
0．05)．The antipyretic time and the time of pharyngeal hyperemia and cough improve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26±4)h VS(38±6)h，(36±8)h VS(48±6)h，(36±4)h VS(47±6)h，all

P<0．05]．Conclusi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Xiaoer chiqiao qingre granule has satisfactory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 viral fever．

【Key words】Xiaoer chiqiao qingre granule； Ribavirin tablet；Viral fever

小儿呼吸道感染为幼儿时期的常见病、多发病，

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咽部充血、咳嗽、鼻塞等，如果

不及时治疗则容易转化为d,JL支气管炎或肺炎⋯。

本院中医科门诊自2011年3—9月对108例以病毒

性发热疾病为主的患儿采用4,3L豉翘清热颗粒治

疗，并与利巴韦林颗粒治疗进行效果对照，疗效满

意，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择在本院就治的108例以病毒性发

热疾病为主的患儿，年龄6个月一12岁。其临床症

状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热，体温波动在37．5—40 c|C，

其他症状包括食欲差、咳嗽、鼻塞、流涕、咽喉肿痛、

头痛、乏力、腹痛等。水痘、手足口病患儿可有皮疹，

腮腺炎患儿有腮部肿痛。病程均在4 d以内。血白

细胞计数正常或偏低，分类均在正常范围或淋巴细

胞增多。胸部x线检查：除个别肺纹理增多外，无其
他炎性改变。将患儿完全随机分为2组：观察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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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54例，其中男32例，女22例；年龄2．5—12．0岁，平

均(7．1±1．6)岁；其中手足口病4例，疱疹性咽峡炎

18例，水痘4例，腮腺炎3例，上呼吸道感染25例。

对照组54例，其中男30例，女24例；年龄2～12岁，

平均(7．0-4-1．5)岁；其中手足口病5例，疱疹性咽峡

炎17例，水痘3例，腮腺炎4例，上呼吸道感染

25例。2组患儿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方案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儿

家长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方法观察组口服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江苏济

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2 g／袋，批号：2007051401)，

6个月一1岁患儿1—2 g／次，1～3岁患儿2—
3 g／次，4—6岁患JL3～4 g／次，7—9岁患儿4—

5∥次，10岁患JLI艮用6 g／次，开水冲服，3次／d；对

照组口服利巴韦林颗粒10 mg／(kg·d)，3 j12．／d。

2组患儿若体温不降或伴有其他症状，则根据不同

情况给予相应的治疗。2组疗程均为3 d。

1．3观察指标测体温变化，观察退热效果及用药

后咳嗽、鼻塞、流涕、咽喉红肿、腹痛等症状及体征的

变化以及症状改善时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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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疗效判断标准显效：治疗3 d后退热至正常，

咳嗽、咽喉充血消失，鼻塞、流涕、腹痛等症状、体征

改善；有效：治疗3 d后退热至正常，咳嗽、咽喉充血

减轻，鼻塞、流涕、腹痛等症状、体征好转；无效：治疗
3 d后未能退热，鼻塞、流涕、腹痛等症状、体征未改

善。以显效+有效计算总有效率。

1．5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11．0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以面±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比较的

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

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2组治疗后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2．6％，明显高于对照组(68．5％)，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

表1 2组以病毒性发热疾病为主的患儿

疗效评定结果[例(％)]

注：观察组：以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对照组：以利巴韦林治

疗；与对照组比较，3P<O．05

2．2 2组治疗后症状改善时间比较观察组患儿的

退热时间、咽部充血好转时间以及咳嗽好转时间均

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详见表2。

表2 2组以病毒性发热疾病为主的

患儿症状改善时间比较(h，i 4-s)

注：观察组：以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治疗，对照组：以利巴韦林治

疗；与对照组比较，8P<0．05

3讨论

zJ',JL常见的病毒性发热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

疱疹性咽峡炎、水痘、腮腺炎、手足口病等，其共同的

特点都是以发热为主症‘2J，并且具有发病急、来势

猛、变化快、病情重的特点[341。西医常用的抗病毒

药物有利巴韦林、干扰素等，它们在攻击病毒的同

时，也对宿主细胞产生副作用，如骨髓抑制及肝损害

等，并且治疗效果不理想，而中药抗病毒治疗具有较

大的优势怕⋯。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主要成分是连翘、淡豆豉"1。

淡豆豉侧重透解表邪、宣泄郁热，连翘侧重清心泻

火、解散上焦之热，同时辅以薄荷、荆芥、栀子(炒)、

大黄、青蒿、赤芍、槟榔、厚朴、黄芩、半夏等14味药。

连翘具有抗菌、抗病毒的作用；淡豆豉有解表、除烦、

宣郁、解毒的作用，还有健胃助消化作用；薄荷的主

要成分为薄荷醇、薄荷酮、异薄荷酮等，具有疏风发

汗、散热解毒、健胃消腹胀、消炎的作用；荆芥可增强

皮肤血液循环，增加汗腺分泌，有解热作用，同时对

多种细菌有抑制作用；黄芩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的作用；栀子有降温、镇静和抗惊厥作用，还有抗微

生物的作用；青蒿水煎液对多种细菌有较强的抑菌

作用，其中的谷甾醇和豆甾醇亦有抗病毒作用；大黄

有抗感染和健胃的作用；赤芍有镇静、抗惊厥、抗炎

的作用；槟榔有抗病毒和治食积滞气的作用；厚朴有

调节胃肠运动、促进消化液分泌、抗菌、抗病毒的作

用；半夏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诸药合用，

IVJL豉翘清热颗粒可达到疏风解表、清热导滞的功

效，在清热、消炎、抗病毒的同时，还可调理胃肠及增

强身体免疫力¨o。

本研究结果表明，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对发热、鼻

塞、流涕、咳嗽、咽喉肿痛等有很好的疗效。观察组

总有效率为92．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8．5％；观

察组患儿的退热时间、咽部充血好转时间以及咳嗽

好转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因此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治疗小儿发热疾病可以避免使用西药抗病毒所造成

的一系列副作用，且临床疗效高、起效快，安全方便，

无副作用，无耐药性，可广泛用于小儿上呼吸道感

染、疱疹性咽峡炎、水痘、腮腺炎、手足口病等病毒性

发热疾病，是目前临床抗病毒较理想的中草药制剂，

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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