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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放射性皮肤损伤是指放射线对皮肤照射所引起的急慢性皮肤损伤ꎮ 核灾难、放射性

事故、放射性治疗、职业暴露等都有可能造成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发生ꎮ 大约 ９５％接受放射治疗的患
者最终会在治疗过程中或治疗过程后发展为辐射诱发性皮炎ꎬ因此如何正确防治放射性皮肤损伤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中医认为ꎬ放射性皮肤损伤属于火热毒邪ꎬ阻滞气血ꎬ损伤肌表ꎬ影响体内气
血津液布散ꎬ损伤脏腑机能ꎮ 本文综述放射性皮肤损伤中医理论的认识与发展ꎬ及中医内治法和外
治法的研究进展ꎬ为中医药防治放射性皮肤损伤研究及治疗提供依据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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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皮肤损伤根据其损伤时间的长短分为急性放射

不愈的溃疡ꎻ 手指出现指甲变形、 增厚、 易劈裂等症状ꎮ

性皮炎和慢性 放 射 性 皮 炎ꎬ 具 有 起 病 急ꎬ 迁 延 难 愈 的 特

目前被用于预防和控制辐射引起的皮肤变化的外用药物和

ꎮ 放射性皮肤损伤后根据损伤程度及时间不同ꎬ 短期

专门的伤口敷料有很多ꎬ 但是尚未发现始终有效的单一治

症状减轻则会再次出现红斑、 肿胀、 疼痛、 水疱、 糜烂、

机理与中医古籍中记载的 “ 湿疮” “ 烧烫伤” “ 疮疡” “ 痈

点

[１]

会出现红斑、 灼痛、 麻木、 肿胀等症状ꎬ 首次红斑消退或
溃疡ꎬ 长期处于放射环境中ꎬ 出现脱毛和皮肤干燥、 干性
脱屑、 湿性脱屑、 萎缩变薄、 粗糙和弹性差ꎬ 或出现经久

疗 [２] ꎮ 放射性皮肤损伤命名于近现代ꎬ 其临床表现及致病
疽” “ 火癍疮” “ 丹” 有诸多相似之处 [３] ꎮ 中医多依据放射
性皮肤损伤的起病过程、 病程进展程度、 个人体质、 疮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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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及所引起气血津液和脏腑变化进行辨证论治ꎬ 同病异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３

取得良好的疗效ꎮ

治ꎬ 因人论治ꎮ 近几年中医在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方面有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中期ꎬ 热毒由肌表入里ꎬ 病情渐重ꎬ

很大发展ꎬ 总结出一批疗效很好的经验方ꎬ 逐渐形成了中

深入营血ꎬ 热毒炽盛ꎬ 络伤动血ꎻ 伤津耗血ꎬ 津血失调则

医的特色疗法ꎬ 形成独特的优势ꎮ 因此对放射性皮肤损伤

水湿停聚出现红斑、 肿胀、 疼痛、 水疱ꎻ 热毒入里ꎬ 热盛

的中医病因病机进行梳理ꎬ 归纳总结内治法和外治法具有

肉腐则 出 现 出 血、 溃 疡、 糜 烂ꎮ 李 强 [９] 使 用 具 有 清 热 解

重要意义ꎮ
一、 放射性皮肤损伤的中医病因病机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ꎬ 是保护人体免受外来伤害的
最外层屏障

[４]

ꎬ 因此也最容易感受外来邪气从而致病ꎮ 现

代医学认为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发病机制包括直接辐射损伤

毒、 凉血散瘀、 消肿止痛的中药油膏 ( 紫草、 血竭、 虎杖
等) ꎬ 有效缩短放射性皮肤损伤愈合时间ꎮ 因此在放射性
皮肤损伤中期多采用清热燥湿ꎬ 祛湿通络ꎬ 泻火解毒ꎬ 活
血祛瘀镇痛之法ꎬ 能有效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后期ꎬ 疮疡日久ꎬ 营血损耗ꎬ 虚实

ꎮ 电

错杂ꎬ 津血亏损ꎬ 则迁延难愈ꎮ 营血亏虚ꎬ 则经络失养ꎬ

离辐射引起急性皮肤反应ꎬ 通过黑素小体的迁移引起皮肤

肌肤不荣ꎬ 创面塌陷ꎬ 消瘦乏力ꎻ 正气不足ꎬ 难以祛邪外

色素沉着的变化ꎬ 中断毛发生长ꎬ 损害更深的真皮ꎬ 而保

出ꎬ 疮疡不能愈合ꎮ 因此ꎬ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后期多采用

留上表皮ꎮ 真皮的损伤扰乱了皮肤细胞再生的正常过程ꎬ

祛腐生肌、 养阴凉血、 气血同补、 扶正祛邪之法ꎮ

和炎症反应ꎬ 造成表皮、 真皮和血管系统发生改变

[３]

最初由于真皮血管扩张和组胺样物质释放而导致红斑ꎮ 新
细胞的更替速度快于旧细胞的脱落ꎬ 这会导致皮肤变厚、
鳞片状ꎬ 从而形成干燥脱皮ꎮ 当基底层无法恢复ꎬ 渗出物
被释放ꎬ 则会形成湿性脱皮

[５]

ꎮ 这些不同程度的损伤损害

２. 放射性皮肤损伤与脏腑: « 素问咳论» 曰 “ 皮毛

者ꎬ 肺之合也ꎬ 皮毛先受邪气ꎬ 邪气从其合也” ꎮ 肺与皮
毛之间关系密切ꎬ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中具有重要作用ꎮ 宋
凤丽等 [１０] 研究认为红热肿痛是放射性皮肤损伤的显著表

了皮肤产生的物理屏障及其免疫功能的完整性ꎬ 从而增加

现ꎬ 而在肺与皮毛的关系中ꎬ 肺起到决定性作用ꎬ 主宰皮

了感染的风险ꎮ 血管损伤导 致 的 纤 维 化 和 组 织 缺 氧 导 致

毛之生理功能ꎬ 皮毛正常生理功能发生改变后出现的病理

ＲＯＳ 的产生

[６]

ꎮ 活性氧会对细胞结构造成重大损害ꎬ 并促

进皮肤中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ꎬ 促使人体的保护性抗氧化
系统不堪重负

[７]

ꎬ 从而解释了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发生发展

过程ꎮ 现代医学与中医理论对放射性皮肤损伤的认识相辅
相成ꎮ 中医认为 “ 百病之始生也ꎬ 必先于皮毛ꎬ 邪中之则
腠理开ꎬ 开则入客于络脉ꎬ 留而不去ꎬ 传人于经ꎬ 留而不
去ꎬ 传入于府ꎬ 癝于胃肠” ꎮ 放射性皮肤损伤属于火热毒

变化ꎬ 必然与肺有着紧密关系ꎮ 皮毛表现为热毒致病ꎬ 放
射性皮肤损伤在五脏中之病机可以总结为肺热ꎬ 从肺热络
瘀的角度认识放射性皮肤损伤的病因病机ꎬ 以清热活血、
通络散结为法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ꎮ
在 « 素问至真要大论» 曰 “ 诸痛痒疮ꎬ 皆属于心”

放射线属于热毒ꎬ 热毒入里ꎬ 热盛肉腐ꎬ 造成血脉瘀滞不
通ꎮ 无论是照射后形成的疮疡ꎬ 还是疼痛都与血脉凝滞、

邪入侵机体ꎬ 由表及里ꎬ 由浅入深ꎬ 损及肌肤ꎬ 累及脏腑ꎬ

淤血阻络有关ꎮ 心主血脉ꎬ 在血液生成和运行中起着重要

阴虚为本ꎬ 燥热为标ꎬ 正虚邪实ꎬ 构成了放射性皮肤损伤

作用ꎮ 放射性皮肤损伤ꎬ 伤在体表肌肤ꎬ 累积血脉ꎬ 气血

基本的病因病机ꎮ

运行发生改变ꎬ 必然与心有关ꎮ 损伤累积与心ꎬ 血液生成

１. 放射性皮肤损伤与气血津液: « 灵枢经脉篇» 曰

减少、 气不足血液运行受阻ꎬ 气血两虚ꎬ 则造成疮疡反复、

则爪枯毛折ꎮ” 机 体 在 受 到 射 线 照 射 后ꎬ 热 毒 侵 入 机 体ꎬ

脉受损必然也累及其他脏腑ꎬ 损及肝肾则会出现面色晦暗、

“ 气不荣则皮毛焦ꎬ 皮毛焦 则 津 液 去 皮 节ꎻ 津 液 去 皮 节ꎬ

缠绵难愈ꎮ « 灵枢邪客» 曰 “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 ꎬ 血

伤津耗血ꎬ 津伤血耗则机体内气血津液布散受影响ꎬ 肌肤

水肿等表现ꎮ 放射性皮肤损伤对血脉的损伤及心血不足无

濡养功能受损ꎬ 机体肌肤形成疮疡ꎬ 热毒入里ꎬ 热盛肉腐ꎬ

以营养肌肤ꎬ 心血凝滞则出现溃疡、 疼痛ꎬ 当以补气养血ꎬ

则出现溃烂ꎬ 疾病后期津血亏虚ꎬ 则疮口凹陷、 水肿ꎬ 迁

活血通脉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ꎮ

延不愈ꎮ 临床中将放射性皮肤损伤分为初级反应期、 假愈

二、 放射性皮肤损伤的中医治疗原则

期、 极期、 恢复期四期ꎬ 中医则按放射性皮肤损伤的损伤

放射性皮肤损伤主要的发病机制是急性反应后上皮组

程度及进程ꎬ 进行气血津液分型分期ꎬ 进行辨证论治ꎮ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初期ꎬ 燥热毒邪侵犯气分ꎬ 病邪在

织的损伤和血管内皮微血管的破坏 [８] ꎬ 而中医认为放射线
火热毒邪损伤气血津液、 影响脏腑、 形成疮疡ꎬ 常采用外

肌表ꎬ 病位表浅ꎬ 正气不虚ꎬ 损伤程度轻ꎬ 是防治的关键

治法和内治法ꎬ 针对放射性皮肤损伤不同时期的损伤特点ꎬ

期ꎮ 热毒侵犯肌肤ꎬ 热毒积聚ꎬ 血热互结ꎬ 肌肤腠理受损ꎬ

辨证论治ꎮ 中医认为放射线对皮肤的早期损伤属于火热毒

则出现红斑、 灼痛、 麻木、 肿胀ꎻ 燥热伤津则口渴ꎬ 皮肤

邪侵犯ꎬ 热毒积聚ꎬ 蕴积肌腠ꎬ 热盛肉腐ꎬ 损及阴液从而

干燥ꎬ 出 现 瘙 痒ꎬ 脱 屑ꎻ 正 邪 交 争ꎬ 则 出 现 发 热ꎮ 廖 大

导致瘙痒、 红斑、 脱屑、 脱皮、 溃疡甚至坏死ꎬ 在损伤后

忠 [８] 等在防治头颈部肿瘤放射 性 皮 炎 制 成 具 有 清 热、 泻

期津伤血耗ꎬ 气血亏虚ꎬ 从而导致伤口难敛难愈ꎬ 病程迁

火、 解毒的油剂黄连解毒液 ( 黄连、 黄芩、 黄柏、 紫草、
冰片、 麻油) ꎬ 有效率达 ９５ ６％ꎮ 因此在放射性皮肤损伤
初期多采用清热解毒ꎬ 消肿止痛ꎬ 养血生津之法ꎬ 通常能

延ꎮ 因此中医在治疗上中早期常用清热解毒燥湿、 活血祛
瘀、 祛腐生肌、 凉血滋阴之法ꎬ 在损伤后期多采用补气养
血ꎬ 益气生津ꎬ 扶正祛邪ꎬ 标本兼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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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药外治法: 肌肤腠理遭受热毒之邪ꎬ 而出现皮肤

 ２３１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后期即转折期和恢复期ꎬ 正气亏

损伤ꎬ 中药外治法是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的特色疗法也是

损ꎬ 经络失养ꎬ 气耗津伤ꎬ 疮疡多呈凹陷性水肿、 色素沉

常用疗法ꎬ 具有治法多样、 直达病所、 定位用药、 适应证

着、 萎缩ꎬ 患者多出现多气短懒言ꎬ 神疲血少ꎬ 面色晦暗

广、 禁忌证少等优点ꎮ 中药外治法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ꎬ

等正气不足的表现ꎬ 因此多采用补气生津法、 扶正祛邪法ꎮ

多依据损伤程度及病程特点选用中药ꎬ 运用单味鲜活中药、

李佩文教授在自制溃疡油方中使用黄芪、 当归等药物ꎬ 预

油膏、 散剂、 溶液剂、 涂膜剂等多种剂型进行治疗ꎮ 中医
中药在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上常根据其初、 中、 晚期的病
情特征ꎬ 采用凉血解毒法、 活血去瘀法、 补气生津法、 扶
正祛邪法进行辨证论治ꎮ

防放射性皮 肤 损 伤 [２１] ꎮ 杨 文 博 等 [２２] 采 用 金 银 花、 玄 参、
当归、 生甘草、 生黄芪、 连翘、 蒲公英、 紫草、 冰片组成
清热解毒、 活血止痛的加味四妙勇安油ꎬ 治疗恶性肿瘤患
者放射 性 皮 肤 损 伤ꎬ 放 疗 结 束 后 １ 周ꎬ 观 察 组 治 愈 率 为

« 医宗金鉴» 描述道 “ 痈疽原是火毒生ꎬ 经络阻隔气

２５ ９３％ꎬ 总有效率为 １００ ００％ꎬ 对照组治愈率为 ３５ ７１％ꎬ

现红斑、 灼痛、 麻木、 肿胀ꎬ 因此在放射性皮肤损伤初期

如龙血竭、 黄芪、 淫羊藿、 虎杖等 [２３] ꎻ 油膏剂如炎敌油、

血凝” ꎬ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前初期火热之毒侵袭肌肤ꎬ 出
多采用凉血解毒法进行治疗ꎮ 如和劲光 [１１] 采用具有杀菌、
抗炎、 湿润、 活血、 再生、 解毒、 镇痛作用的芦荟氧疗联
合三乙醇 胺ꎬ 治 疗 组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９８ ７％ 高 于 对 照 组 的

８０ ０％ꎬ 治疗组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 ９８ ７％ 高于对照组的
７８ ７％ꎻ 罗爱菊和兰艳平 [１２] 使用清热消肿止痛ꎬ 凉血消痈
功效的冰片滑石散预防头颈部放射性皮肤损伤ꎬ ４０ Ｇｙ 照
射后 ３６ ４％出现皮肤反应ꎬ 未用药物干预 ８８ ６％ 出现皮肤
反应ꎬ 证实冰片滑石散具有较好的预防效果ꎻ 高娟和王传
英

[１３]

采用鲜马齿苋湿敷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夏季鼻咽癌急

性放射性皮炎ꎮ 胡艳等 [１４] 运用金虎膏 ( 金银花、 虎杖、 甘
草、 芦荟) ꎬ 防治头颈部恶性肿瘤 ６０ 例ꎬ 发现其能够促进
胶原蛋白合成ꎬ 从而促进创面愈合ꎮ 常用中药还有外敷的
单味中药及提取物有黄芩、 紫草、 土黄连、 黄连

[１５]

总有效率为 １００ ００％ꎮ 常用的药物还有单味中药及提取物
黑绛丹油膏、 自拟解毒促愈粉等 [２４] ꎮ 急则治其标ꎬ 缓则治
其本ꎬ 在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中后期ꎬ 多在祛腐生新的基
础上ꎬ 散瘀止痛ꎬ 补气生血ꎬ 益气生津ꎬ 扶邪扶正ꎬ 以抵
御外邪ꎬ 促进机体恢复ꎮ 以当归、 黄芪、 龙血竭等中药具
有良好的补气活血作用ꎬ 常用在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后期ꎮ

２. 中药内治法: 放射性皮肤虽病在肌表ꎬ 但与机体内

在表现具有统一性ꎮ 中药内治法是以中医辨证论治为指导ꎬ
应用中药方剂ꎬ 针对病情进行调治ꎬ 联合外治法ꎬ 从而达
到内外兼治的一种疗法ꎮ 放射性皮肤损伤会损伤体内气血
津液ꎬ 累及脏腑受累ꎬ 故而在不同时期ꎬ 症状表现不同ꎬ
治疗则有不同ꎮ
因此ꎬ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早期ꎬ 针对疮疡红肿热痛的

等ꎻ 复

特点ꎬ 多以清热解毒、 行气活血、 益气养阴治疗为主ꎮ 宋

方配伍有自拟黄花汤、 复方黄柏液、 三黄液联合芦荟汁ꎬ

凤丽等 [１０] 认为放射性皮炎的基本病机是肺热络瘀ꎬ 辨证予

银花甘草汤ꎬ 四黄汤等 [１６] ꎻ 油膏剂有湿润烧伤膏、 美宝湿
润烧 伤 膏、 紫 草 油、 三 黄 皮 炎 膏、 紫 草 如 意 金 黄 组 方
等 [１７] ꎮ 以上药物多遵循放射性皮肤损伤初期及易发部位特

千金苇茎汤或泻白散合四妙勇安汤加减ꎬ 内外兼治ꎮ 鞠云
鹤等 [２５] 针对放疗后所致热毒伤阴、 血热瘀滞的病理反应ꎬ
尝试外用康复新液配合内服自拟减毒汤ꎬ 方中重用生石膏、

点ꎬ 采用清热解毒、 散血消肿、 消炎镇痛、 养血生津之法ꎬ

金银花以泻火解毒ꎬ 辅以麦冬、 南沙参、 牡丹皮、 玄参养

防止疮疡由表及里ꎬ 由浅入深传变ꎬ 中医药在防治放射性

阴凉血ꎬ 可延后鼻咽癌患者放疗治疗中出现放射性皮炎的

皮肤损伤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ꎮ

时间ꎮ 孙磊 [２６] 采用四妙勇安膏外涂联合清热解毒法内附治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的中期ꎬ 燥热毒邪由表及里ꎬ 热毒

疗急性放射性皮炎ꎬ 治疗效果显著ꎬ 可缩短皮损愈合时间ꎬ

壅盛ꎬ 热盛肉腐ꎬ 皮肤出现为水疱、 糜烂、 溃疡、 湿性蜕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ꎬ 且安全ꎮ 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初期多

皮等 [１８] ꎬ 此时中医中药治疗多应采用凉血燥湿ꎬ 活血去瘀
法ꎮ 如马红兵等

[１９]

使用连柏液 ( 黄连、 黄柏) ꎬ 放射性皮

肤损伤发生率预防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３２ ０％ 和 ９２ ２％ꎬ 对

以清热解毒ꎬ 养阴凉血ꎬ 通络消结之药ꎬ 配合外敷中药ꎬ
防治结合ꎬ 防治病情恶化ꎮ
放射性皮肤损伤中后期机体正气虚衰ꎬ 疮疡难敛ꎬ 多

３ 级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疗效明显ꎮ 李晶等 [２０] 应用凉血解

以去腐化瘀ꎬ 敛疮生肌、 补气生血等为原则ꎬ 以 “ 正气存

公英、 冰片、 麻油) 治疗Ⅱ ~ Ⅲ级放射性皮肤损伤ꎬ 治疗

同时配合正确的护理方式ꎮ 放射性皮肤损伤后期ꎬ 疼痛难

毒膏 ( 生大黄、 紫草、 地榆、 芦荟、 大青叶、 芙蓉叶、 蒲
的有效率分别为 ７０ ０％、 ４０ ０％ꎬ 意义与常规护理对照ꎬ

内ꎬ 邪不可干” “ 邪去正自安” 为治则进行中药内服调治ꎬ
愈ꎬ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ꎮ 中医在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

对照组急性放射性皮损严重程度明显高于治疗组ꎮ 廖大钟

上具有独特优势ꎬ 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ꎮ 岳云霞 [２７] 用黄

等 [８] 用黄连解毒液治疗ꎬ 首次发生放射性皮炎的时间治疗

芪扶正颗粒治疗乳腺癌根治术后出现的放射性皮肤损伤ꎮ

对照组 ７５ ６％ꎬ 放射性皮炎治疗有效率 ９５ ６％ꎬ 明显减轻

低于对照组ꎬ 黄芪扶正颗粒减轻放疗过程中皮肤损伤ꎬ 提

组晚于对照组ꎬ Ⅲ级以上放射性皮炎发生率 ４６ ７％ꎬ 低于

结果表明药物干预组Ⅰ级、 Ⅱ级、 Ⅲ级放射性皮肤损伤均

其红肿热痛的症状ꎮ 所采用的黄连黄柏针对放射性皮炎疮

高患者生活质 量、 降 低 放 疗 的 不 良 反 应ꎮ 鲁 玲 玲 和 孙 亚

疡中期特点ꎬ 多采用清热解毒、 活血化瘀、 凉血燥湿、 消

波 [２８] 等运用养阴清肺汤有利于改善皮肤损伤ꎬ 降低炎症反

炎镇痛的药物ꎬ 标本兼治ꎬ 促进创面愈合ꎮ

应和不良反应ꎮ 在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中后期多以补气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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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ꎬ 养阴生津ꎬ 提升人体正气ꎬ 从而促进机体恢复ꎮ 因此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后期ꎬ 增加机体正气ꎬ 提高免疫力ꎬ 以

[８]

及合理的护理方式对放射性皮肤损伤预后具有重要作用ꎮ

Ｍｉｓｔｕｒａ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ｉｎ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 Ｊ] Ｊ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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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 Ｚ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２４６￣５２４８.

ｒ. ２００６ ０８ ０４６.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 [ Ｊ] Ｊ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６ꎬ ４７
[１６]

( ８ ):

６３０￣６３２.

１００１￣１６６８ ２００６ ０８ ０３５.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２１ / ｊ.

ｉｓｓｎ: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２ ( １１ ) :

[２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ｋ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

Ｌｉ Ｌ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Ｐｅｎｇ ＬＨ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ｋｉｎ ｗｏｕｎｄ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ｐｐｌ Ｈｏｓｐ Ｐｈａｒｍ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２

( １０ ) : １２８５￣１２８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７４８ / ｊ. ｃｎｋｉ. ｉｓｓｎ１００７￣

( ４ ):

[２４]

ｉｓｓｎ.

王青ꎬ 岳佳佳ꎬ 王珊ꎬ 等. 中药外治法在放射性皮炎中的应
用现 状 [ Ｊ] 江 苏 中 医 药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２ ( １ ) : ８７￣９０. ＤＯＩ:
Ｗａｎｇ Ｑꎬ Ｙｕｅ ＪＪꎬ Ｗａｎｇ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Ｊ]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Ｍｅｄ Ｊ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２ ( １) : ８７￣９０.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２５]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３９７Ｘ.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２８.

鞠云鹤ꎬ 王晓莉ꎬ 熊伟ꎬ 等. 自拟减毒汤联合康复新对鼻咽
癌患者放疗不良反应的减毒效果观察[ Ｊ] 辽宁中医杂志ꎬ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８￣１３７２ ２０１４ ０９ ０３３.

２０１７ꎬ

[ Ｊ] 中国辐射卫生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９ ( １) : １￣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４９１ / ｊ.

Ｊｕ ＹＨꎬ Ｗａｎｇ ＸＬꎬ Ｘｉｏｎｇ Ｗꎬ ｅｔ 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７１４Ｘ.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０１.

ＤＯＩ:

的临床分析[ Ｊ]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８ ( ６) : ５０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１９２ / ｊ.

ｉｓｓｎ.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 Ｊ]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Ｊ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１０ １３４９１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４￣

马红兵ꎬ 张晓智ꎬ 白明华ꎬ 等. 连柏液防治放射性皮肤损伤

９７９￣９８２.

Ｋａｎｇｆｕｘｉｎ ｏｎ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１￣６.

( ５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Ｙａｎｇ ＷＦꎬ Ｙａｎｇ ＺＸꎬ Ｊｉｎ ＺＱ.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２０２０ꎬ ２９ ( １ ) :

４４

１０００￣１７１９ ２０１７ ０５ ０２７.

杨文峰ꎬ 杨志祥ꎬ 金增强. 放射性皮肤损伤临床诊断与治疗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４￣７１４Ｘ.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０１.

２０１７ꎬ ４４ ( ５ ) : ９７９￣９８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１９２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
[２６]

１７１９ ２０１７ ０５ ０２７.

孙磊. 四妙勇安膏外涂联合清热解毒法内服对急性放射性皮
炎的治疗效果[ Ｊ]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８ ( １２) :

５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２１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２７９０ ２００７ ０６ ００９.

１３１０￣１３１３. ＤＯＩ: １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８￣８８４９ ２０１９ １２ ０１５.

ｌｉｑｕ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Ｑｉｎｇｒｅ Ｊｉｅｄｕ

Ｍａ ＨＢ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Ｚꎬ Ｂａｉ ＭＨ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ｉａｎｂａｉ

Ｓｕｎ 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ｉｍｉａｏ Ｙｏｎｇａｎ 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ｒａｄｉｏ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ｄｅｒｍ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 Ｊ] Ｊ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ｉｌｌ Ｍｅｄ Ｕｎｉｖ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８ ( ６ ) :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Ｍｏｄ Ｊ Ｉｎｔｅｇｒ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Ｗｅｓｔ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８

５０９￣５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２１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２７９０. ２００７. ０６. ００９.

李晶ꎬ 史会娟ꎬ 高静ꎬ 等. 凉血解毒膏治疗Ⅱ ~ Ⅲ级急性放
射性皮 炎 疗 效 观 察 [ Ｊ] 新 中 医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４ ( １０ ) : ５１￣５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４５７ / ｊ. ｃｎｋｉ. ｊｎｃｍ. ２０１２ １０ ０８３.

( １２ ) :

[２７]

１３１０￣１３１３.

ＤＯＩ:

１００８￣８８４９ ２０１９ １２ ０１５.

１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岳运霞. 黄芪扶正颗粒在乳腺癌根治术后放疗患者中的应用
价值分析 [ Ｊ] 四川解剖学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８ ( ２) : １４８￣１４９ꎬ

Ｌｉ Ｊꎬ Ｓｈｉ ＨＪꎬ Ｇａｏ Ｊꎬ ｅｔ 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１５５.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５￣１４５７ ２０２０ ０２ ０７０.

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ｅ Ⅱ ￣ Ⅲ [ Ｊ] Ｊ Ｎｅｗ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４

ｇｒａｎｕｌｅ ｉｎ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ｍａｓｔｅｃｔｏｍｙ [ Ｊ]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Ｊ

Ｌｉａｎｇｘｕｅ Ｊｉｅｄｕ 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Ｙｕｅ Ｙ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ｑｉ Ｆｕｚｈｅｎｇ

(１０) : ５１￣５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４５７ / ｊ. ｃｎｋｉ. ｊｎｃｍ. ２０１２ １０ ０８３.

Ａｎａｔｏｍ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８ ( ２ ) : １４８￣１４９ꎬ １５５.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刘猛ꎬ 贾立群. 李佩文教授中医外治肿瘤并发症的临证经验
初探[ Ｊ]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 (１１) : １３９０￣１３９１.
ＤＯＩ: １０ ７６６１ / ＣＪＩＭ. ２０１４ １１ １３９０.

Ｌｉｕ Ｍꎬ Ｊｉａ ＬＱ.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Ｌｉ Ｐｅｉｗｅｎ′ 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２８]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５￣１４５７ ２０２０ ０２ ０７０.

鲁玲玲ꎬ 孙亚波. 养阴清肺汤对放疗肺癌患者放射性损伤及
炎性因子水 平 的 影 响 [ Ｊ] 国 际 医 药 卫 生 导 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６
( ２０ ) :

３０６４￣３０６６.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Ｃｈｉｎ Ｊ

１００７￣１２４５ ２０２０ ２０ ０１８.

７６６１ / ＣＪＩＭ. ２０１４ １１ １３９０.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 Ｔｒａｄｉｔ Ｗｅｓｔ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 (１１) : １３９０￣１３９１. ＤＯＩ: １０

[２２]

ｊ.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ｓｋ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 Ｊ] Ｊ Ｃｈ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６ (９) : １２５９￣１２６１.

[２１]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效观察[ Ｊ] 中国医师杂志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６ (９) : １２５９￣１２６１. ＤＯＩ:

林勇ꎬ 高丽红ꎬ 贾荣娟. 中药制剂防治放射性皮肤损伤的疗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２０]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３９７Ｘ.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２８.

Ｌｉｎ Ｙꎬ Ｇａｏ ＬＨꎬ Ｊｉａ ＲＪ.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１９]

３１４￣３１７.

０２５４￣５０９８ ２０１４ ０４ ０２０.

７６９３. ２０１５. １０. ０２９.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８￣１３７２ ２０１４ ０９ ０３３.

[１８]

究进展[ Ｊ]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 (４) : ３１４￣
Ｗａｎｇ ＹＨꎬ Ｌｉｎ Ｘꎬ Ｆｕ ＬＪ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进展[ Ｊ]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２ ( １０) : １２８５￣１２８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ｐ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王玉华ꎬ 林岫ꎬ 付丽佳ꎬ 等. 中药防治放射性皮肤损伤的研
３１７.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５０９８ ２０１４ ０４ ０２０.

李龙剑ꎬ 张艳ꎬ 彭丽华ꎬ 等. 外用中药治疗皮肤创伤的研究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７４８ / ｊ. ｃｎｋｉ.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７６９３ ２０１５ １０ ０２９.

[１７]

 ２３３

杨文博ꎬ 李京华ꎬ 宋凤丽ꎬ 等. 加味四妙勇安油外涂防治急
性放射性皮 炎 临 床 研 究 [ Ｊ] 中 华 中 医 药 杂 志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２
(１１) : ５２４６￣５２４８.

Ｙａｎｇ ＷＢꎬ Ｌｉ ＪＨꎬ Ｓｏｎｇ ＦＬ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Ｊｉａｗｅｉ

Ｌｕ ＬＬꎬ Ｓｕｎ ＹＢ.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Ｙａｎｇｙｉｎ Ｑｉｎｇｆｅｉ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 . Ｉｎｔ Ｍ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ｕｉｄ Ｎｅｗ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６ (２０) :

３０６４￣３０６６.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１２４５. ２０２０.
２０. ０１８.

(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０￣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