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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减肥所导致的月经稀少患者 3O例，从改变其生活理念及补肾活血为主的中药汤剂序贯治疗。结果：经过 1— 

2个疗程 (3 6个月)的治疗，总有效率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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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2005年 3月至 2005年 12月之间，笔者跟随导 

师夏阳主任医师用补肾活血法治疗因减肥所致的月经 

稀少症，收到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30例患者系减肥所致的月经稀少症的门诊病 

例。30例中，25岁以下者 12例，25～35岁者 13例，35 

岁以上者 5例。诊断标准均以全国统编教材《中医妇科 

学》(第六版)[ ]为准。闭经者 10例；月经后期者 15例， 

伴月经过少者 5例；单纯月经过少者 5例；其中21例在 

节食的同时服用市售减肥药，9例单纯依靠节食减肥； 

病程半年以下者 5例，半年～1年者 12例，1～2年者 10 

例，2年以上者 3例。治疗前对其中 20例患者进行血性 

激素水平测定，结果 E 、FSH、LH均低于正常值。 

2 治疗方法 

2．1 一般治疗 劝导其恢复正常饮食，改变减肥方式。 

如饮食定时定量、运动减肥等。 

2．2 中药治疗 辨证为肾虚血瘀、肝郁脾虚，治疗以补 

肾活血为主。方药 (经后期以补肾为主配伍少量活血 

药)：菟丝子 30 g，覆盆子 20 g，山萸肉15 g，巴戟天 10 g， 

肉苁蓉 10 g，鹿角片 10 g，紫河车 15 g，丹参 30 g，鸡血 

藤 30 g；排卵期用药在经后期方药基础上加用桂枝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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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干姜 6 g；经前期用药在经后期方药基础上加用当归 

10 g，白芍药 10 g，柴胡 10 g，香附 10 g，牛膝 10 g；月经 

期用桃红四物汤加减：桃仁 6 g，红花 10 g，熟地黄 15 g， 

当归 10 g，白芍药 10 g，川芎 10 g，泽兰 20 g，坤草 30 g， 

香附 10 g。服用方法：每 日1剂，水煎，取汁300 ml，分 2 

次服。3个月为 1个疗程。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评定 参照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制定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闭经的疗效标 

准：月经来潮，连续 3个月以上正常行经者为治愈；月经 

恢复来潮，但月经周期未正常者为好转；月经仍未来潮 

者为未愈。月经后期的疗效标准：周期、经量恢复正常 

且维持 3个月以上者为治愈；周期、经量恢复正常但不 

能维持 3个月者，或症状较前明显好转但月经仍不规律 

者为好转；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者为未愈。月经过少的 

疗效标准：经量恢复正常，维持 3个月以上为治愈；经量 

明显增多，或经量恢复正常，但不能维持 3个月以上为 

好转；治疗 1个疗程后月经周期、经量无变化为未愈。 

3．2 结果 经 1～2个疗程治疗后，闭经 10例中，治愈 

7例，好转 2例，无效 1例。月经后期或伴月经过少 15 

例中，治愈 11例，好转 3例，无效 2例；单纯月经过少 5 

例中，治愈4例，好转 1例，总有效率为90％。治疗后 13 

例患者在月经的第 5天进行了血性激素水平复查，E：、 

FSH、LH治疗后均有明显提高。治疗前后经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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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表 1 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s) 

注 ：与治疗前 比较 ，▲P<0．05。 

4 讨论 

目前由减肥所引起的月经稀少症者越来越多。减 

肥所致的月经稀少多表现为月经后期、闭经或月经过 

少。中医认为长期节食或节食加服减肥药后，易使脾胃 

功能低下，气血生化不足，最后导致脾肾亏虚，精血不能 

互化，经血乏源，无血可下；或情绪不 良、忧郁焦虑影响 

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而致月经稀少。西医多认为本病 

是由于减肥所致患者机体脂肪量减少，或由于心情抑郁 

以致内分泌紊乱影响到性腺轴的功能而引起。 

笔者认为，本病乃长期节食或精神情志因素导致肝 

脾功能失调，累及于肾，导致冲任失调所致。((傅青主女 

云：“经水出诸肾。”《医学正传》亦云：“月经全借肾 

水施化。”中医理论认为，肾气对月经的初潮、月经周期 

起着重要作用，肾气盛才能促使天癸泌泄而使子宫发 

育，冲任之气流通，月经方能规律而行。临床上大多患 

者就诊时体重已反弹，但仍然未行经或月经不规律，究 

其原因是冲任功能尚未恢复，而非单纯的脾胃功能受 

损。故临床治疗仍应以补肝肾调冲任为重，方中菟丝子、 

肉苁蓉、鹿角片补肝肾，壮元阳，元阳旺盛，一身阳气皆 

充，气血生化有源；菟丝子、覆盆子、山萸肉、巴戟天为滋 

而不腻、补而不燥之品，使精血充足，肝肾得滋，冲通任 

盛，血海渐盈，经血得下；紫河车益精补血调冲任，为阴 

阳双补之药，有返本还原之功；丹参、鸡血藤养血活血调 

经，可以改善卵巢局部的血液供应。排卵期加用桂枝、 

干姜味辛走散可促使排卵。经前期为气血欲行之期，气 

为血之帅，血本随气以周流，加用柴胡、香附、当归、白芍 

药、牛膝行气养血活血起到引经、畅经的作用。桃红四 

物汤补血行血，补而不滞，善调经血，香附善行气分，亦 

入血分，为妇科要药。配伍泽兰、坤草加大活血之力且 

引血下行可增加经血量，有利于子宫内膜更完整地剥 

脱。临床证实，如此序贯用补肾活血法治疗减肥所引起 

的月经稀少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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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讯 ·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她特有的认识方法洋 

溢着东方的智慧，她的思维模式更是人类思维方法 

的重要成分，可是她的理论和说理方法已经越来越 

不容易被现代教育和科学文化条件下的人们所理解 

和接受。面对中医目前的困境，作者焦振廉教授通过 

个人近三十年对中医的潜心深入研究，终于著成《当 

中医走到今天》一书，焦教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了中医，希望借此书弘扬中医 

的文化与精神。 、 

本书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含邮 

费)24元。欲购买者可汇款至上海市蔡伦路 1200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于晓明(收)，邮编：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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