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示内容 

一 项目名称：三黄软膏外敷防治静脉炎的基础与临床疗效观察 

二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中医护理学，从实验研究出发历经 7 年，借助“兔耳静脉炎动物模

型”、“病理指标”、“彩色多普勒超声”，以“防治兔耳静脉炎疗效评价→最佳时

间窗探讨→作用机理分析→临床应用的疗效评价”为主要技术路线，形成了三黄

软膏防治静脉炎动物实验、临床系列研究。在确立三黄软膏外敷防治静脉炎作用

效果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应用最佳时间窗及作用机理，并通过临床研究，采用

客观评价工具，最终证实三黄软膏早期外敷能有效防治静脉炎，且证实 5 天为留

置针安全留置时间，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提升中医护理适宜技术，丰富

中医护理内涵。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防治效果实验研究：将 24 只实验兔随机分为三黄软膏、季德胜蛇药、喜疗

妥、模型组，建立诺维本致兔耳静脉炎模型，输注即刻外敷，72h 时病理取材，

采用 HE 染色观察血管损伤程度，探讨三黄软膏防治静脉炎效果； 

（2）最佳时间窗研究：将 40 只实验兔随机分为 5 组，分别为第 1-3 天外敷、第

2-4 天外敷，第 3-5 天外敷，模型组及空白组，前 3 组建模后采取相应三黄软膏

外敷干预措施，肉眼观察静脉炎发生情况，7 天病理取材，运用 HE 染色法评价

不同时间段三黄软膏外敷静脉炎发生率及病理损伤程度； 

（3）作用机理探讨：将 27 只实验兔随机分为三黄软膏、喜疗妥、空白对照组，

建模后即刻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于 7 天后病理取材，采用免疫组化法，探讨三黄

软膏防治静脉炎的相关机制； 

（4）防治效果临床研究：将运用 105 例留置针输液患者，随机分为三黄软膏、

喜疗妥、空白对照组，于输液即刻采取相应措施，在留置针拔除 24h 内采用多普

勒彩色超声客观评价三黄软膏防治留置针所致静脉炎临床效果及探讨安全留置

时间。 

本项目成果推广起于 2009 年的全院 29 个护理单元；2011 年在浙江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等 10 余家省、市、区医院进行推广应用，在

此基础上，2012 年在浙一医院等 7 家省内医院推广，证实其能明显降低甘露醇

等刺激性药物致静脉炎发生率，得到了患者及临床护士一致好评。并经 2013、



2014 年在“护理科研与中医护理实践学习班”上的专题讲座，获省内外护理同

仁认可。此外，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培养了研究生 3 名，完成硕士论文 3 篇，为

社会输注了高层次护理人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三 第三方评价 

1. 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验收证书（验收证书编号：浙中科验字（2011）

142 号；浙中科验字（2014）109 号；浙中科验字（2015）172 号） 

（1）将 24 只兔建立静脉炎模型,随机分为三黄软膏组、季德胜蛇药组、喜疗妥

组及模型组, 分别采取干预措施,观察静脉炎发生情况,72h 病理取材取、HE 染色,

评价静脉及周围组织的病理损伤情况。结果：三黄软膏、季德胜蛇药、喜疗妥均

可防护化疗性静脉炎，静脉损伤程度明显轻于模型组。四组兔耳静脉损伤病理表

现主要为急性炎症特点：血管内皮肿胀、炎细胞浸润等 7 方面均有统计学差异，

模型组病理损伤程度最重。三黄软膏和喜疗妥组比较,在血管内皮肿胀、周围水

肿程度有统计学差异。研究证实：三黄软膏对诺维本所致的化疗性静脉炎具有防

护作用，效果优于喜疗妥。 

（2）将 27 只兔建立静脉炎模型，随机分为实验组、标准和模型对照组，分别用

三黄软膏与喜疗妥乳膏外敷干预，HE 染色及免疫组化评价，结果显示：实验组

VEGF 表达低于模型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对 40 只实验兔随机分为实

验 A、B、C 组，空白组及模型对照组，建模后在相应时间点外敷三黄软膏干预，

用 HE 染色评价静脉损伤程度。结果：实验 A 组静脉炎发生率与静脉损伤程度最

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证实：作用机理可能与血管损伤早期抑制 VEGF 升

高有关；建模即刻三黄软膏外敷防治效果最佳。评价内容客观全面，为临床防治

静脉炎提供了科学依据。 

（3） 本项目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105 例留置针患者随机分为三黄软膏外敷组、喜

疗妥乳膏外敷及空白对照组，分别采用三黄软膏、喜疗妥乳膏于留置针输液即刻

距穿刺点 1cm 近心端沿静脉走向外敷，空白对照组采用留置针常规护理。每日

采用 INS 评价法观察穿刺部位皮肤情况及静脉炎发生程度；拔除留置针后 24 小

时内采用彩超诊断仪客观评价静脉损伤程度；记录留置针留置时间，采用视觉模

拟评估法测评患者舒适度并记录。研究结果显示：三黄软膏早期外敷能有效防治

留置针所致静脉炎，缓解穿刺局部不舒适程度；随着留置时间的延长，血栓形成



率增加，尤其是留置 5 天以上发生率明显，故建议留置针留置时间不超过 5 天。 

（4）选题新颖，设计科学，结论可信。发表论文 9 篇，培养研究生 3 名，完成

硕士学位论文 3 篇。 

（5）资助经费 8 万元，到位及时，使用合理；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各项要求及指

标。 

验收委员会同意通过验收。 

2.科技查新报告（报告编号：201633B2100731），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委托项目在所检国内外文献中，未检索到以三黄软膏外敷治疗静脉炎，从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角度，探索静脉炎治疗机制的相关文献；有关中药三黄软膏外敷

防治诺维苯所致静脉炎的最佳作用时间窗的实验研究，除查新项目委托单位发表

的论文外，未见其他文献述及。 

四 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项目研究成果主要以兄弟医院临床实践为主，专题讲座、会议交流、发表

论文、报纸宣传、资源下沉为辅的方式进行推广，形成了分阶段、多形式的推广

模式。在项目成果取得临床同仁认可和一致好评的同时，达到了科研成果与科研

心得齐头并进的效果，让科研成果转化成社会效益，服务于患者，让更多有心之

人爱上科研。 

1. 本单位应用情况和直接经济效益 

该项目成果的应用始于我院数个护理单元，后逐渐扩展至全院 29 个护理单

元的静脉炎防治，至今已长达 9 年。近 3 年我院应用人次数达数万。 

2．推广应用情况和经济效益 

自 2011 年始，该项目成果主要以省内推广为主，后逐渐开始省外医院的推

广工作。2011 年在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十余家省、

市、区医院进行推广应用；2012 年在浙一医院等 7 家省内医院推广；自 2013 年

起我院先后选派了 2 名护理部执行主任，赴建德三院、余杭五院负责护理工作，

并着重推广了本项目；2016 年始，该项目成果又于贵州丹寨人民医院、黔东南

中医院、宿州人民医院等省外医院进行推广，经临床应用均证实其能明显降低甘

露醇等刺激性药物致静脉炎发生率，得到了患者及临床护士一致好评。 

3. 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 



静脉炎是输液治疗中最常见并发症。有报道静脉输液患者中近 80%发生不同

程度静脉炎，尤其输注血管活性等刺激性药物静脉炎发生率达 87%，国外调查显

示，因静脉炎并发脓毒血症使治疗费用增加、住院日延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达

4380 美元/例次；导致重复穿刺增加输液器材消耗、治疗费用和护理人力成本，

总计每例病人多支出医疗费用约 32.16 美元，且静脉损伤至一定严重程度，血管

损伤是不可逆的。本项目成果证实三黄软膏外敷能有效降低静脉炎发生率，间接

缩短了住院持续时间，降低了患者医疗费用。此外，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培养了

研究生 3 名，完成硕士论文 3 篇，为社会输注了高层次护理人才，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社会效益。 

五 主要完成人情况 

主要完成人：冯莺, 俞琦, 鲍冠君, 任兴昌, 郎冉冉,张正贤, 孔红武, 陈悦霞, 周

玲 

1. 冯莺，排名第一，主任护师，现任护理部主任，从事护理管理、中西医结合

护理，杭州市中医院（护理部），对本项目第一、二、三、四创新点做出了创造

性贡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主要负责本项目的科研设计与优

化，组织课题实施、推广，发表论文 8 篇，获得奖励 9 项，培养研究生 3 名； 

2. 俞琦，排名第二，主任护师，现任护理实习生总带教，从事护理教育工作，

杭州市中医院（护理部），对本项目第一、二、三、四部分都有较大贡献，投入

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主要参与本项目的科研设计与优化，参与课题

研究、统计。研究成果以第二、三作者在中华等杂志发表论文 5 篇，获得奖励多

项，参与 3 名研究生培养； 

3. 鲍冠君，排名第三，护师，现为衢州医学院护理学院老师，从事护理教育工

作，曾于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就读研究生时参与该项目，对本项目第二

部分做出了重要贡献，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主要负责三黄软膏外

敷最佳时间窗研究的资料收集，统计等方面，发表论文 2 篇，完成硕士论文 1

篇。 

4. 任兴昌，排名第四，主任医师 ，现任科主任，从事病理检验工作，杭州市中

医院（病理科），在该项目研究中本人在第一、二、三项创新点有较大贡献，从

建立了对静脉留置针以及三黄软膏使用后兔耳样本标本的留取与病理的采取方



法，对留置针段进行标记，三段取材，建立了组织形态观察指标及免疫组化的双

盲观察，最后再行统计比较，针对免疫组化还利用了自己的两项发明（“一一对

照式玻片检测法”及“一种单细胞或组织微粒的制备方法及用途”）来保证结果

的准确性，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20%； 

5. 郎冉冉，排名第五，护师，现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唐都医院医学生殖中心，

曾于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就读研究生时参与该项目，对本项目第四部分

有较大贡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主要参与本阶段的临床研究实

施，负责相关统计与论文撰写工作，发表论著 1 篇，二级杂志 2 篇； 

6. 张正贤，排名第六，副主任医师，杭州市中医院超声科，在该项目研究中本

人在第四项创新点有较大贡献,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20%。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于血

管的观察有明显的优势，通过血管的内径、管壁、内部回声、血流速度、血流阻

力等诸多参数评估血管病变，对于血管壁的光滑度、血管内血栓形成、血管狭窄

乃至闭塞的评估有着重要的价值，是无创检查血管的重要方法，能较好反映浅表

静脉炎引起的血管壁毛糙、附壁血栓、管腔狭窄、闭塞、血流速度增快、血流消

失等变化。 

7. 其他：孔红武、陈悦霞、周玲等参与了临床与实验研究。 

六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七 主要完成单位 

1. 完成单位：杭州市中医院 

2. 支撑作用：在该项目中，杭州市中医院作为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唯一），大

力支持本项目的开展，在实验研究阶段，医院经费按 1：1 配套投入；在临床推

广阶段，三黄软膏应用从起初数个护理单元扩展到目前 29 个护理单元，同时通

过优质资源下沉工程、学习班专题讲座等形式，使三黄软膏在兄弟医院的应用得

到进一步推广。 

八 推荐单位意见 

冯莺主持的“三黄软膏外敷防治静脉炎的基础与临床疗效观察”项目，经研

究表明三黄软膏外敷能有效防治静脉炎，且于静脉输注即刻外敷效果最佳。该项

目成果在省、市、区多家医院进行推广应用，因其防治静脉炎效果佳，操作简便，

深受欢迎。该项目设计合理，方法严谨，数据可信，具较好创新性与实用性。 



同意推荐申报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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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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